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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餐厅要收
几百块的会员费。”3月9日，
家住南门口的赵小姐告诉记
者，最近去西贝吃饭的时候，
常遇到有店员推销其年费
299元的VIP会员卡。

据西贝官网显示 ，其
发布的最新动态就是一则
“西 贝 会 员 权 益 调 整 公
告”。该公告称普通会员缴
纳299元可升级VIP， 享受
菜品会员价。 此外， 还有
“消费20元送1元” 等各类
VIP专属的特权。值得注意
的是， 这些会员权益的有
效期只有一年。

在西贝黄兴广场店一份
2018年的新菜单上， 三湘都
市报记者看到， 部分菜品标

注有两种价格，即VIP会员价和
原价。例如，原价129元的小锅
牛肉VIP会员价为119元，33元
一份的西贝面筋VIP会员价为
29元， 优惠力度随着菜品的不
同而不同，分别为1元、3元和10
元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 该菜单共
计52道菜品， 而标注可享受会
员优惠的菜品仅8道，占比不到
两成。此外，享受最高10元折扣
的仅两道菜品。

对此，记者算了一笔账。按
照最高10元折扣来计算， 在西
贝仅有两道菜品享受10元会员
优惠的情况下， 即使一位消费
者每次就餐都点这两道菜，也
要在消费 15次后才仅仅能
“吃”回本。

餐饮店推付费会员卡，肥肉还是鸡肋?
消费者：年费299元，优惠的菜品仅8道 业内质疑：捆绑式消费不适合餐饮

注册即成为会员、消
费返券、积分抵现等增加
顾客黏性的业务在餐饮
行业中并不少见，且大都
免费。近日，以“莜面”爆
红的西贝莜面村（下称西

贝）却与众不同，推出一项新的会员业务———年费299元VIP
会员卡。不过，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这张会员年卡的权
益似乎并不像西贝店员口中说的那般实惠。

■记者 陈柯妤

2月长沙内五区商品房供销双降
预计3月长沙将有23宗土地供应

一旦消费者购买了这张会员卡，也就意味着将自己与
西贝餐饮在一定程度上捆绑起来，那么，在随机性比较大
的餐饮消费中，付费会员制真的行得通吗？

“年费299元的会员卡就像共享单车的押金一样。区别
在于， 共享单车的押金是可退还的， 而这张会员卡不可
以。” 湖南省餐饮协会会长刘国初认为， 餐饮企业的心思
还是需要花费在“做好菜品、提高服务”方面，为了迎合部
分消费者的心态而使用某种营销手段，并不是增加客户黏
性的长期办法，“作为服务行业，试图捆绑消费者也并不合
适。因为消费者很难在一家餐饮企业高频率消费。”

杨亲辉律师则提醒消费者，在交付此类会员卡费用之
前，需了解清楚所享有的权益，而作为提供会员服务的企
业，也必须向消费者明确说明优惠条件的限制条件，“因为
一旦产生购买行为，就属于签订了相应的合同。所以西贝
在推销上述会员卡时，必须告知消费者在会员权益上的限
制之处，否则将存在一定的欺骗。”

对于优惠菜品数量不多
的疑问， 西贝黄兴广场店店
员解释道， 价格优惠是一部
分，VIP会员还可享受购买西
贝甄选商城商品。

据该店员介绍，目前商城
商品包括谷类食品、 蜂蜜、餐
具等在内约有10余种产品。
与前期西贝莜面村公众号的
预热宣传内容相比，西贝甄选
目前在售的产品在产品种类
上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来店内主要是为了吃
饭， 不会因为想买这些食品

去购买会员资格。” 正在西贝
黄兴广场店外排队的何先生
表示，“同种商品在超市或淘
宝会有很多替代选择，也不需
要门槛。”

“里面看起来也没什么商
品可以选购， 不是很感兴趣。”
此前曾被推销过VIP会员卡的
赵小姐也如是表示。

对于会员卡业务的进展及
其优惠力度的相关内容， 记者
前往西贝黄兴广场店尝试联系
其相关负责人， 但对方并未给
予明确回复。

优惠菜品仍不到两成，折扣不足9折
调查

市场 零售商城内容不足，消费者鲜有兴趣

捆绑式消费不适合餐饮

业内
质疑

互动

2017 年 12 月 20
日， 西贝莜面村公示的
西贝会员权益调整公
告。 记者 陈柯妤 摄

3月11日晚，西贝莜面村黄兴广场店内，厨师正在为顾客准备食物。

“2月， 看房量缩减了一半。”
对金星路附近某楼盘置业顾问周
先生而言，2月楼市简直进入了
“冬眠”，“特别是春节期间， 一套
也没成交， 严重打击了我们的积
极性。幸好节后又恢复了‘常态’，
每天看房量回归到100人左右。”

【新房市场】
130-144㎡面积段最抢手

春节前后， 记者走访各楼盘
时发现， 虽然不少开发商都举办
了暖场活动， 吸引了大批市民及
返乡置业者到访， 但成交量不尽
如人意。

“2月我们共成交了20套，而
去年这个数据是58套。”金星北路
附近某楼盘的置业顾问李女士
说，虽然客户意向依旧强烈，但项
目可售房源已基本卖完， 返乡置
业及省内地级市客户成为购房主
力，大约占到了三至四成。

据0731地产研究院数据统
计，2月长沙市内五区新建商品住
宅累计成交52.44万㎡，同比下降
22.08%，环比下降42.3%。供应方
面， 新建商品住宅批准预售为40
万㎡，环比下降32.98%。值得注意
的是，在全市各行政区域中，宁乡
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为34.3万㎡，
居五区和四县市之首。 长沙雨花
区住宅均价最高，为9716元/㎡。

“从面积段来看，2月最畅销
的是130㎡-144㎡户型， 共成交
295套，占比16%。”湖南中原地产
研究院总经理胡治钢表示， 客户
购房意愿强烈而认购惨淡， 主因
还是缺货， 因为12大板块去化周

期仅为4.8个月。
此外，胡治钢还认为，受楼市调

控维持及信贷收紧预期的影响，及
部分积压货量可能释放的背景下，
预计节后会呈现周期性上扬， 房企
应采取积极的推售策略，推高“小阳
春”热度。

【土地市场】
成交面积环比下降84%

除新房市场成交寡淡，2月长沙
土地市场也表现“平平”。0731地产
研究院数据显示，2月， 长沙六区一
县的土地供应总计9宗， 共46.52万
㎡，环比下降68%。土地供应主要来
自岳麓区、开福区和长沙县。土地成
交5宗， 土地总出让面积为22.06万
㎡，环比下降84%。

不过，随着春节假期宣告结束，
长沙土地供应节奏逐渐“加快”。

“预计3月长沙将有23宗土地
供应，其中，有6宗经营性用地上架，
纯商业性质用地和商住用地各占一
半， 还包含最令人关注的梅溪湖和
雨花区的两宗‘限价地’。”朗涛地产
总经理黄耿文介绍，近年来，长沙土
地价格快速增长的同时，限房价、竞
自持政策频出，拥有较完善的生活、
教育、医疗等配套的土地，仍旧是开
发商争抢的“香馍馍”。

此外，黄耿文也认为，随着住宅
市场调控趋于“常态化”，未来房企
联合拿地或将成为潮流，“联合拿地
不仅能快速减轻资金压力， 也能将
对手变成伙伴，有效分解市场风险，
提高利润率。同时，实现产品研发、
融资等方面的优势互补。”

■记者 卜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