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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咖啡即将入湘，星巴克布局臻选店

长沙咖啡市场又热闹了

瑞幸咖啡开到长沙

“10 月上旬， 我们在长沙会
有一批门店同步营业。 ”9 月 25
日，瑞幸咖啡湖南市场负责人透
露，从 8 月份到长沙选址，目前
在长沙市场调研过的物业超过
600 家。

“还有一些门店正在装修中，
装修完成将会陆续开业。”瑞幸咖
啡上述负责人透露， 未来在长沙
市场的门店数量会不断增加，让
长沙的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体验
到高品质咖啡。

进入长沙市场的快速，其实
只是瑞幸咖啡在全国快速扩张

的缩影。 今年 1 月 1 日，有着互
联网基因的瑞幸咖啡正式进入
市场， 目前已在北京、 上海、广
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 14
个城市开设 1100 多家门店，预
计今年年底全国门店数量将达
到 2000 家。

事实上， 连锁咖啡行业老大
星巴克也没有闲着。 从 2010 年
进入长沙市场， 在长沙地区的门
店已有几十家，其中包括平和堂、
王府井、解放西路、万达广场、黄
花机场、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等店，
遍布商圈、交通枢纽、商业中心以
及高校地带。更重要的是，代表着
星巴克高品质的臻选门店， 今年

也先后在 CFC 富兴时代、IFS 等
商业中心开业。 星巴克臻选门店
不仅提供手冲咖啡服务， 还有臻
选咖啡豆供客人选择。毫无疑问，
星巴克也在提升品质， 进一步稳
固市场。

咖啡市场硝烟再起

瑞幸咖啡进入之后， 会给长
沙咖啡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呢？

据了解， 瑞幸咖啡的门店分
为四类， 有满足用户线下社交需
求的旗舰店和悠享店， 也有快速
自提、服务商务人群的快取店，还
有满足客户外送需求的外卖厨房

店。另外，和其他传统连锁咖啡并
不一样， 瑞幸咖啡全部实现线上
点单、无现金的新零售模式，用户
可以通过 APP、 微信公众号、小
程序点单， 店内扫码取餐或直接
外卖配送到目的地不用排队。 最
重要的是， 瑞幸咖啡促销力度非
常大， 目前已开业的城市均在进
行买 2赠 1、买 5赠 5等活动。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瑞幸咖
啡进入长沙后会给用户带来两个
最直观的印象， 一是高品质咖啡
价格也不贵， 二是足不出户就能
坐等咖啡送上门， 这将悄然改变
长沙咖啡市场的消费习惯。

当然， 星巴克也不会一陈不
变。 8月 2日，星巴克和阿里巴巴
集团宣布达成战略合作， 星巴克
将依托“饿了么”配送体系，9 月
开始在北京、 上海的主要门店进
行外送试点，年底覆盖至 30个城
市 2000 多家门店， 此举被业内
认为是对瑞幸咖啡的回击。 也许
不久的将来， 长沙用户也能通过
外卖点到星巴克咖啡了。

咖啡市场消费升级

事实上， 长沙咖啡市场曾经
也有过繁华。

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长沙

出现咖啡厅以来，蒙娜丽莎、名典
等咖啡厅“红极一时”，众多连锁
咖啡品牌纷纷进驻长沙， 并不断
开设分店， 这其中又以台湾的咖
啡品牌攻势最为凌厉，“老树咖
啡”、“上岛咖啡”等将长沙人的咖
啡消费变得经常化。不过，让许多
老长沙人遗憾的是，这些曾“门庭
若市”的咖啡厅都已相继淡出。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认为，老一代的咖啡馆，营业的时
候也是以西餐、茶饮为主，咖啡只
是一块招牌， 被市场淘汰是必然
的。 在中产阶级扩容和消费升级
的双轮驱动下， 现磨咖啡市场进
入高速发展的节点， 一方面咖啡
本身提神和调性高的属性都是年
轻人的刚需， 整个品类符合新生
代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星巴克、瑞
幸咖啡、Costa 等强势品牌的拉
动下， 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消费者
对咖啡的接受度， 推动行业爆发
带来消费红利。

有数据显示，国内咖啡市场
每年以 15%的速度增长，2020
年预计将达 3000 亿的市场规
模， 远高于全球市场 2%的平均
增速。 随着瑞幸咖啡的进入，长
沙市场也将迎来一场新的咖啡
大战。

■记者 杨田风

长沙咖啡市场又热闹起
来了。

下个月，瑞幸咖啡多家门
店将在长沙市场同步开业，拉
开进入湖南市场的大幕。在此
之前，星巴克也将代表高品质
的臻选店开到长沙。

一时之间，连锁咖啡品牌
都将长沙市场当作新的争夺
点，我们似乎又闻到了多年前
咖啡大战的味道。

在湖南，多所民办学
校和教育机构在教育精
准扶贫工作中，做出了许
多探索和成绩。为激活更
多民办学校参与教育扶
贫拔穷根“攻坚战”，切实
发挥民办教育服务脱贫
攻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作用，9月25
日下午，湖南省民办教育
协会在长沙召开“教育扶
贫工作专题座谈会”。

为了让更多农村适
龄儿童接受有质量的学
前教育，今年5月，在省妇
联牵头下，省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联合万婴教育
集团成立了致公万婴教
育基金， 启动资金100万
元， 计划捐资1000万元，
利用3-5年的时间， 帮扶
100所农村幼儿园、 培训
1000名农村幼儿园教师、
资助10000名6岁及以下
留守儿童。今年7月，致公
万婴教育基金的实践项
目———由万婴教育集团
承办的“幸福幼教花开百

园”湖南省千名农村幼师
公益培训工程首期培训
班在长沙举行。短短10天
的培训中， 来自邵阳、永
州、怀化、张家界、湘西自
治州等9个市州50多个民
办幼儿园的180名农村幼
儿园园长、教师，近距离
接触到了最新教育理念
和教育实践。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委员、湖南省民办教育
协会会长张放平表示，民
办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
准扶贫工作中大有可为。
“我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
（教育机构）已达16000多
所，如果加上省人社系统
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机
构）和借助网络技术从事
培训教育的机构、课后服
务机构等，这个数字更为
庞大， 如果集聚到一起，
其在扶贫工作中的能量
是极为巨大的。”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景涵

他是学生口中的“姚叔”，但更是
大家的知心朋友；他的手机24小时开
机， 哪里有事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连
续12年，平均每年帮助千余名考研学
生……最近，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校
园保安姚新民有点忙。“2020年考研
的， 昨天就来找我咨询了。”9月25日
上午，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说，自己只
是看着考研的学生太辛苦，想尽一己
之力，为他们做好服务工作。

能准确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

2007年， 姚新民来到中南林科
大，在学校的主教学楼担任保安。姚
叔坦言， 他接触过很多付出努力却
没考上的学生， 自己却帮不上忙，
“有心无力好难过。”于是，他开始摸
索并主动找学生了解， 总结他们或
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自己再多琢磨，
2009年正式走上正轨。姚叔回忆，当
时， 每天有七八百名学生来教学楼
上课， 他都能准确叫出每一个学生
的名字。

随着考研人数增加，固定的6间
自习室“捉襟见肘”，于是姚叔向学
校提出申请“增加自习室”。“现在扩
大到18间。”他说，从2010年起，每年
正月初八都会在QQ群里发布消息，
统计考研人数，“实名登记， 不能代
占，座位随机分配，不能挑”。

考研学生的“精神支柱”
手机24小时开机

姚叔自豪地说， 现在他有2000
多个微信好友， 几乎全是本科或研
究生。 令他印象尤为深刻的一个学
生是， 该校经济学院2014级毕业生
单悌翠。 当时她想考研， 并找到姚
叔，想在自习室找一个座位。可单悌
翠突然有几天没来，姚叔看到她问：
“你去干什么了？”“我去考驾照了。”
顿时， 姚叔的脸拉了下来：“你别来
了，反正你也考不上！”单悌翠哭了：
“我去考科三了。”“3月复试完，9月
才开学，中间这么长时间，都可以去

考驾照。”姚叔用“激将法”让她打消
了考驾照的念头。接下来，单悌翠异
常努力，“大冬天， 一个人坐在楼梯
间背书。”姚叔回忆，后来她考上了
同济大学，现在去加拿大读博。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他们都会
随时找我，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年过六旬的姚叔笑着说， 他还新建
了3个研究生微信群， 每个群将近
500人。而2005年建的“奋斗史”考研
QQ群，2007年姚叔接管后， 经口口
相传，逐渐壮大，已发展到8个，“这
些群成为交流考研信息、 分享学习
资源、传授考试心得的平台”。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每到毕业季，考研学子们会主动找姚叔合影。 受访者供图

高校保安“班主任”助上万学子考研
他是中南林科大学生口中的“姚叔”，能准确叫出每个学生名字 学生有事随时能找到他

湖南吹响民办教育助力扶贫工作“集结号”
5年捐资1000万资助万名留守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