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

现象

人人会吃的长沙城内，店铺外
排长队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现象，今
年“五一”小长假期间，一龙虾馆的
排位号被排到了1万多正是最好的
佐证。而在甜品圈里，上一次出现
相似的排队现象则是轻乳酪蛋糕。

“店铺外的S型队伍排了好
长，还限购1人只能买2个。”回忆起
数年前澈思叔叔烘焙工坊轻乳酪
蛋糕悦方店的排队“盛况”，长沙市
民曾先生如是说。 而早在两年前，
该店铺在经历了丰富产品线、削减
经营面积等调整后， 最终撤柜。而
更早时期“爆红”的芋圆店也只剩
下了一两个品牌。那么，这次的“排
队风”又能维持多久呢？

业内人士表示， 过了新鲜度
后，此类蛋糕店的后续经营更多要
看产品研发和品牌运营的实力，
“单一品类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审美
疲劳，甜品对湖南人而言更容易产
生腻烦情绪，后期如何因地制宜的
创新，把控好店铺增加的速度等都
将对品牌是否能够长期经营带来
影响。”他认为，如果此类小店无法
很好地进行迭代，其保持现在受欢
迎的程度的时间可能不会长于上
一波的轻乳酪蛋糕。

7月13日，喜茶开业当日，店外等候的消费者排起长龙。
实习生 彭格欣 记者 朱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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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关注到的是， 近两
年，一面是部分新茶饮品牌的
规模不断扩大，另一面则是新
人入局虽多，但却未能在激烈
的竞争中很好地活下来。

两年前， 大手笔在华远
FACE�MORE开出一家上下
两层大店的未失新派茶饮店
铺目前已经闭店撤场，其位于
i�city美好生活中心的分店也
已踪迹难觅。

三湘都市报相关采访资

料显示，彼时未失开店入局新
茶饮市场，该品牌负责人曾表
示，另辟蹊径地售卖用纸杯盛
装的安化黑茶、 云南普洱、白
茶等饮品，尝试改变消费者的
饮茶习惯。

此外，在不缺客流的五一
商圈内， 诸如阿福冰室悦方
ID�Mall店、 答案茶黄兴南路
步行街店等店已撤场，这还不
包括多个非连锁、创业品牌的
悄然关张。

近日， 吃货遍地的长沙城，
一股脑儿地冒出了不少蛋糕店。
7月12日10时30分左右，在i�city
美好生活中心3层，一家“南洋大
师傅”的蛋糕店前便有17位消费
者在等待购买。

长则一两个小时， 短则二
三十分钟， 这些现做现卖的蛋
糕店的销售小窗外， 似乎永远
排着长队。 这一幕让不少消费
者感慨“似曾相识”：几年前的
芋圆店、后来的轻乳酪蛋糕，火
爆初期要买上一份也是这般的
“不容易”，尔后几乎全部“销声
匿迹”。

“现做现卖”的好生意，热度
能维持多久？

排队几十分钟
只为买块蛋糕

“从社交网络上知道这个品
牌的， 所以过来买一个尝尝味
道。”刚刚从上述专柜购买了1份
原味蛋糕的刘小姐告诉三湘都
市报记者，等了20多分钟。

11时45分左右， 在鲍师傅
国金街店外， 也有14名顾客在
排队等待购买。

14时左右， 记者又来到了
位于悦方ID�Mall的吉姆大师傅
蛋糕店。该店刚开业不久，10分
钟内售出了4份蛋糕。

事实上， 工作日30分钟以
内的排队时间相对于假期或客
流高峰时期已算较短。一名黄姓
消费者回忆，数月前，网红品牌
鲍师傅在长沙开出首家门店时，
为了尝鲜他排了2小时的队，“听
说最长的排了4小时。”有的品牌
因为太过火爆，甚至催生了“代

排队”和“黄牛党”。

加盟门槛不高
稀释购买力

除了前来探店的人多之外，
造成此类蛋糕店出现排队现象
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它们“现做现
卖”的经营方式。据记者观察，此
类蛋糕店做一锅蛋糕的时间需
10至15分钟， 而一次仅有12块
左右。如此一来，如果碰上第一
锅售罄，顾客就至少需要再等待
10至15分钟。

在对消费者的随机采访中，
不少人坦言，是受到了社交平台
上发布的“美食攻略”的吸引，主
要为了尝鲜，并不会考虑高频复
购。

三湘都市报记者还了解到，
除门店均为直营的鲍师傅外，南
洋大师傅、吉姆大师傅等蛋糕品
牌均为加盟形式进行经营。

一份微信公众号名为“吉姆
南洋大师傅”发布的加盟流程信
息显示， 加盟该品牌需缴纳10
万元加盟费、2万元履约保证金
及8000元店面设计费即可，每
月的店铺运营管理费为200元。
这一门槛，相对于如今的网红奶
茶店动辄20万至40万不等的加
盟费而言，并不算太高。

正因如此，产品相似度极高
的各种蛋糕店在较短时间内如
雨后春笋般密集地冒了出来。
据美团搜索结果显示， 仅南洋
大师傅在长沙就已有8家。而这
也意味着， 顾客们的好奇心和
购买力在短时间内将被一定程
度的稀释。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激战花式“吸客”，新茶饮又来搅局者
店铺扎堆长沙商圈，两三步便可见一家门店 品种紧跟季节变化，“人情味”越来越浓

7月13日，喜茶湖南首店正式营业。这是继奈雪的茶、鹿
角巷等品牌后进入长沙的又一网红茶饮连锁品牌。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仅黄兴中路沿线及地下地铁商业
国金街，就聚集了超过40家不同品牌的茶饮店铺。而看似热
闹的市场背后，也有激烈竞争下的胶着。曾经来势汹汹地湖
南本土品牌未失就先后关闭了其多家店铺。

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市场格局下， 究竟要如何才能在这
场竞争中拔得头筹？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业内人士透露，一杯均价在25
元左右的果茶、10余元的奶茶，其
利润率达40%以上，“主要硬成本
来自于店铺、装修和人工，只要客
流跟得上，是一门挺赚钱的生意。”

相对于过去茶饮店一成不变
或仅按季度更新的频率，如今的茶
饮店推出新品的频率已经密集了
不少， 部分新品的售卖期仅半个
月，或者更短。随着不同季节“当
红”水果的变化，芒果、水蜜桃、杨
梅等等都陆续成为菜单主角，这与
过去仅提供“是否加奶盖”等选择
有了很大的区别。 常变常新成为
保持客流量的“秘诀”之一。

而对如今00后的年轻客群而
言，要刺激其购买热情，并保持品
牌忠诚度，产品口味不错之外，如
产品的包装、店铺的装修风格，甚
至服务员的热情程度都成为需要
考量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越来
越多大店陆续开出， 就连过去主
打街边店的茶颜悦色、 果呀呀等
品牌也开始在新店中尝试为顾客
提供小憩和等待出品的场所，“人
情味”越来越浓。

上述业内人士直言， 下半场
的竞争中， 出品的重要性大约只
占一半，品牌包装、营销策略如何
更好地兼顾主要客群的心理、口
味消费需求将成为关键，“爱凑热
闹、喜欢猎奇、热衷分享的消费心
理值得品牌们好好研究。”

“现做现卖”蛋糕店
刮起一阵“排队风”

7月13日上午开始， 喜茶
湖南首店外顾客排长龙的照
片便开始在微信朋友圈“疯
传”。14时左右，三湘都市报记
者前往该门店看到，正在等待
的顾客以年轻女性、 情侣为
主，队伍中还有外卖小哥的身
影， 等待消费的顾客人数在
200人左右。

“没想到要排这么久。”正
在排队的长沙市民周小姐如
是说。据记者推测，以当时顾
客的排队人数与店铺进客速
度推测，等候时间约需2至3小
时。

新茶饮市场的火爆，或许
能从五一商圈中两三步便可
见一家门店的密集程度看出。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长沙国金中心、国金街、平

和堂五一店以及黄兴北路沿
线区域范围内的新茶饮店数
累计超过40家，仅地铁商业国
金街就多达13家，这其中还不
包括即将开业的数家门店。

进入长沙的连锁品牌都
并非只是小打小闹。据三湘都
市报记者了解， 到今年底，喜
茶计划在长沙共计开出4家门
店。 而据美团搜索数据显示，
早其一步进入长沙的另一网
红品牌奈雪的茶，则已用一年
时间将门店数拓展至8家。

不少餐饮商家也纷纷开
始涉足新茶饮领域。7月8日，
瑞幸咖啡在北京发布新品小
鹿茶，目前，8款新品已在长沙
各门店上架。而在长沙国金中
心7层的冰火楼小馆也开出了
全新茶饮品牌。

长沙新茶饮市场再迎搅局者

市场竞争之激烈，即使是
网红品牌， 进入长沙市场时，
也要“脑洞大开”。据介绍，喜
茶新店分为甜品实验室、制冰
实验室、茶极客实验室、周边
实验室、 插画实验室等5大板
块。

在对消费者的随机采访
中，记者注意到，很多人是被
这家店铺推出的诸如糖油粑
粑Celato、 黑色酒鬼酒Cela-
to、湖南剁辣椒Celato以及臭
豆腐蛋糕等“长沙限定”产品

所吸引。周小姐笑称，是因为
“听说有和文和友合作的臭豆
腐甜品和剁辣椒甜筒，比较好
奇是什么味道，过来试一下。”

也有新茶饮商家通过推
出周边产品、开出不同主题的
门店以保持消费者对品牌持
久的热情。如，奈雪的茶位于
长沙国金中心的店铺，设置了
夹娃娃机、口红机等互动体验
设备。长沙本土网红品牌茶颜
悦色则推出了如保温杯、随行
杯等周边。

商户们花式“吸客”

高热市场也难“躺赢”，已有多个品牌折戟

竞争

变局

常变常新
满足客群多种需求

探讨
“排队风”能刮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