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第三空间”，中式茶泡出时尚味
装修注重新生活美学、定位年轻化 以传统原叶茶为媒，融合消费者对舒适、创新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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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0日讯 随着社会
信用意识日益增强， 近年来，个
人信用报告查询量持续快速增
长， 商业银行代理网点查询、互
联网查询等自助查询方式，成为
发展趋势。记者从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获悉，目前湖南省内个
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网点已增
至147个。

近年来，湖南不断新开查询
网点，2017年8月， 湖南省内个
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网点为129
个， 到了今年5月， 网点已增至
147个。想要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的市民可关注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相关微信公众号“三湘
征信”，通过“信用查询”功能找
到离自己最近的查询点。 以长
沙为例，长沙市区共有9个自助
查询网点，分布在建行、工行等
网点。

自助查询只需本人携带有
效身份证原件，按照自助查询机
上的语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全
程不超过2分钟。根据规定，个人
到柜台查询或自助机查询自己
的信用报告，每年有两次免费的
查询机会，超过次数则需要缴纳
一定的费用。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戢伟豪

本报5月30日讯 今日，
长沙市工业设计协会在中国
（长沙） 创新设计产业园成
立， 长沙经开区原党工委副
书记吴京生当选会长。

据了解， 该协会旨在加
快长沙工业设计发展， 促进
产业整合创新， 提高工业设
计对长沙产业发展的支撑作
用。吴京生介绍，长沙市工业
设计协会成立后， 将发挥其
在聚集产业人才、 设计产业

对接、 搭建网上创新创意设
计平台等6个方面的功能。在
随后举行的“新设计·新智
造·新湖南”首届潇湘设计论
坛上， 湖南省工业设计协会
会长何人可与中国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工业设计
室主任高楠分别作了主题演
讲， 分享了国际设计产业最
前沿思想和理念， 探索工业
设计与产业融合新模式。
■通讯员刘世意记者黄亚苹

本报5月30日讯 保单分
红，对保险消费者来说，是一
件事关收益的好事，但背后却
也可能暗藏陷阱。近日，银保
监会在官网发布了《关于警惕
“保险分红” 骗局的风险提
示》，提醒消费者要提高警惕。

据了解，近期，有一些非
保险机构人员冒充保险公司
工作人员，以“保单分红”、“保
单升级”、“赠送礼品”、“售后
服务” 等名义联系保险消费
者，在取得信任后，再贬低消
费者已购买的保险产品价值，
诱导消费者办理退保或保单
质押， 转投其推荐的高收益
“理财产品”。

银保监会表示， 此行为
很可能涉嫌诈骗或非法集
资， 严重威胁消费者资金安
全。 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保

险意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谨慎办理退保或保单质押，
不受所谓的“高额回报”蒙
蔽，不与所谓的“代理人”签
订任何私下协议， 不轻易将
所持保单、 个人身份证件等
出示或委托他人， 以免消费
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退
保”或“被理财”。消费者如遭
遇类似自称保险公司人员的
“分红”邀约，可以通过保险
公司网站、 统一客服电话等
正式渠道查验真实情况和相
关人员资质， 了解保单分红
具体情况， 核实保险机构办
公场所等。 如果有消费者已
不幸被骗， 且发现所购买的
“理财产品”涉嫌非法集资等
违法犯罪行为， 请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案。
■记者潘显璇实习生戢伟豪

■记者 朱蓉

从冰沙、奶茶、冰咖啡到冷
泡茶、奶盖茶、鲜果茶，每到夏
季，冰饮便成为年轻人消费的关
键词。5月28日， 网红茶饮品牌
“奈雪的茶”进入长沙市场，为原
本竞争已经非常激烈的长沙冷
饮市场再添一把火。

装修时尚、定位年轻化的新
派茶饮门店，打破了长久以来消
费者对“茶馆”的既定印象。从湖
南本土品牌未失、 约茶日记，到
外来的台盖、奈雪的茶，连有着
街边店“王牌”之称的茶颜悦色
都在长沙国金中心开启了大店
模式。这打造“第三空间”的经营
理念是否会更对市场口味？

从街边店到商场黄金门头

在步步高梅溪新天地一层
的正门位置，来自深圳的网红品
牌“奈雪的茶” 开出长沙首店。
“看到这个品牌在外地很火，特
意过来一探究竟。” 在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上大二的黄同学说，赶
早的原因是“不想排队”。

在这家颇受关注的茶饮店
内， 记者看到，300余平方米的空
间内，除茶饮操作台和一个软欧包
货架外，还有十余张可供消费者自
由使用的桌椅、沙发。该品牌负责
人彭心介绍， 除梅溪新天地外，还
将于近期在泊富i�city美好生活中
心、长沙国金中心开出门店。

行走在长沙街头，打包带走
的奶茶、果汁软饮街边店开始从
卖产品向兼卖服务转变。这种以
为消费者提供较大休闲空间的
方式进行经营，陆续出现在长沙
商场，选址不乏一楼门头的“黄
金C位”。

走访结果显示，五一商圈的
各大综合体内， 已有不少“大
店”。 主题街区FACE�MORE临
人民西路的门头，就开设有新派
中式茶饮店未失，其经营面积包
含上下2层。“在二楼设有长桌，
可以供小团队进行头脑风暴，除
各类茶饮，也有巧克力、欧包等
品类。”该店店员介绍。

而在长沙国金中心的负一
层，一家名叫台盖的茶饮店也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据三湘都市报
记者了解， 这家营业面积达300
平方米的茶饮店， 自5月初开业
以来， 最高日销量超过3000杯。
此外，以“街边店”火遍大街小巷
的长沙本土品牌茶颜悦色，也在
IFS开出配备了几十平方米休闲
区域的新店。

多种元素创新中式茶饮品

霸气橙子、抹茶冰沙、古树
普洱……在今年夏天的软饮店
菜单上，如普洱、乌龙、黑茶等基
底茶与水果、奶盖、冰沙等原料
相结合的产品模式，开始成为热
门选项。

彭心介绍，奈雪从水果茶进
入市场， 从冷泡茶再到现泡茶，
再到名优茶礼盒等产品，该品牌
能够在4年内快速扩张至全国十
余个城市，其魅力正是基于中国
茶文化。

而记者也注意到，这些以更
受年轻人喜爱的方式经营着的
新派茶饮店， 在创新饮品之外，
加入了不常出现在奶茶店菜单
上的西湖龙井、六安瓜片、滇红
工夫、安化黑茶、古树普洱等原
叶茶，提供与传统茶馆相似的现
泡服务。

没有了紫砂壶与古风古韵
的装修，喜爱喝茶的消费者对这
种创新能否接受？在记者前往多
家新式茶饮店走访的过程中，不
时看到使用简易茶具品茶的年
轻消费者，有独自一人的，也有
与数名朋友边喝边聊的。从事IT
行业， 今年31岁的王先生就表
示，有一个这样的休闲地方挺不
错的，“除了咖啡， 可以喝茶，清
清爽爽。”

传统茶文化
也可打造“第三空间”

彭心称，该品牌每家店从选
址到开店要近4个月的周期，主
要是因为要根据每个入驻城市
和门面位置进行风格设计，让每
家店都呈现不一样的新生活美
学，“用中国茶文化来打造属于
年轻人的‘第三空间’。”

而未失餐饮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韩威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也表示，希望能够把茶融入
到现代生活中，通过工艺的传承
和革新，使现代茶系列更符合现
代人的消费时尚，给予消费者一
种先进时尚的喝茶文化体验。

“第三空间”，这个从休闲咖
啡馆衍生而来的概念，正随着中
国年轻消费群体的成熟而开始
拥有更多的发展可能。以传统的
中国原叶茶为媒，将国内消费者
对茶叶天然的亲近感与对时尚、
舒适和创新的追求进行融合的
经营模式，在数年之后能否成功
为市场所接受、沉淀，这不禁让
人有点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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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湖南省智博源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 年 10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02MA4L3KLJ34，声明作废。

◆唐泽宇、唐嘉骏(父亲：唐辉，母
亲：张叶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
证明, 编号分别为：L430637610、
D43009701，声明作废。

◆孙恺泽(父亲:孙水金，母亲:刘
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084709，声明作废。
◆王阳彧（父亲：王熙，母亲：欧阳
慧）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
编号：M4308620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辰林广告有限公司（税
号 914301113294710356）遗失
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
票代码 4300172130，发票号
码 01090011，声明作废。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王
豪遗失三方就业协议，编号
1181265100553，声明作废。

◆贺德才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08659,声明作废。 ◆湘南学院 2002届数学教育专

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唐晖毕业
证（证号：10545120020600406）
丢失，声明作废。

◆赵书渺（父亲：赵永顺，母亲：李
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899596，声明作废。

◆朱慧中遗失就业报到证，编号
201712845300946，声明作废。
◆匡雨桐（父亲:杨海，母亲:匡
晚霞） 出生证明遗失， 编号:
P430208480，声明作废。

◆戴博轩（父亲：戴卓鹏，母亲:林
金枝）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898815，声明作废。

◆凡雅琴（父亲：凡佳，母亲：李
灿）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47994，声明作废。

◆郭子涵（父亲：郭海宁，母亲：谢
茜）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75104，声明作废。

◆廖紫萱（父亲:廖琼，母亲:廖情
情）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1035101，声明作废。

◆欧阳子涵（父亲：欧伟民，母亲：
谢银波）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L430526135，声明作废。

◆谢奕德，（父亲，谢高国，母亲，
梁承春）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073661，声明作废。

◆方沙遗失 2014年 4月 30 日之
前的长沙红星美凯龙艾森娜和皇
友售后服务保证金收据两张，余
额均为一万，现声明原收据作废。

◆徐尚勇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3001852,声明作废。

◆罗鸿梁（父亲：罗任华，母亲：莫
海萍）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L430506980，声明作废。

◆李峻博（父亲：李伟，母亲：吴
应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M431059502，声明作废。

◆吴雨佳（父亲：吴勇，母亲：刘
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P430591125，声明作废。

◆陆瑞豪（父亲：陆海波，母亲：程
小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Q430566964，声明作废。

◆湖南工业大学赵佳欣遗失报到证，
证号：201611535205465，声明作废。

◆湖南理工学院杨志雄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510543201169，声明作废。

◆孙亦菲(父亲：孙赞旗，母亲：李
盼盼)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9070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和舟医药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票
代码 4300164130，号码 05799
2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涟源市创智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涟源市工商局 2013 年 7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1382000015411，声明作废。

◆贺芷腾（父亲：贺长全，母亲：
田燕妮）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296116，声明作废。

小心！“保险分红”可能暗藏陷阱
提醒：不受“高额回报”蒙蔽，不与“代理人”签订私下协议

长沙市工业设计协会成立

湖南个人信用自助
查询点增至147个

5月28日，消费者热衷于年轻化经营的茶饮大店。 记者 朱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