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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与bug并存 自拍馆的风口“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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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房购酒”叫停

据了解，茅台镇能原价购买到正品飞天

茅台的地方有三处，茅台机场、茅台国际大酒

店和中国酒文化城。但是，10月13日，一则茅

台国际大酒店取消“订房购酒”活动的消息传

遍网络。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致电茅台国际大酒

店，其负责人回应称，“即日起，入住享受购买

原价飞天茅台资格活动将取消，不过在餐饮

区就餐可以购买并饮用”。“网上所传满足最

低消费额才能购买的消息不实，即使仅消费

10块也能购买原价茅台。不过，只能当场饮

用，酒瓶、瓶盖、酒盒等均不可以带走。”茅台

大酒店餐饮区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只能喝不能带走，黄牛的“财路”在茅台

国际大酒店这个销售窗口断了。与此同时，另

一个可以抢购到原价1499元飞天茅台的地

方———机场云商也因系统升级，自9月25日至

今暂时停止“抽签购茅台”活动。此外，中国酒

文化城因疫情管控自7月起暂停营业，具体营

业时间仍待景区通知。

一时之间，茅台镇三个能够购买到正品

原价飞天茅台的销售点一一“倒下”，茅台镇

的黄牛们要“失业”了。

北京商报记者就“订房购酒”活动终止事

件采访茅台相关负责人，对方回应称，“茅台

国际大酒店终止‘订房购酒’活动属实，而之

所以取消‘订房购酒’活动主要是为了应对倒

卖茅台酒的‘黄牛党’”。

白酒营销专家晋育峰就此指出，茅台国

际大酒店虽然只是茅台众多零售终端的其中

一个，但因隶属于茅台集团且可以平价购买

茅台而备受关注，处在风口浪尖上。但实际

上，一个零售点的关停对于茅台的巨额营收

而言并不会影响太多。

镇上黄牛“失业”了

在黄牛聚集的“贵州飞天茅台交流群”

中，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随着茅台国际大酒

店终止“订房购酒”、机场云商暂停“抽签购茅

台”活动，群内聊天内容发生细微变动。从“快

上机场车”到发出“机场抽签何时才能开放”

的感叹，黄牛们的“财路”变得狭窄。

在“订房购酒”活动尚未取消、中国酒文

化城尚未停止运营前，它们的用户大部分都

是黄牛。

据坊间传言，在茅台国际大酒店，黄牛通

过内部关系购买原价飞天茅台来获取利益。

除此之外，铁打的黄牛，流水的游客，购买游

客手中的购酒资格成为黄牛们的另一种赚钱

方式。

如果黄牛用第一种方法，1499元购入飞

天茅台，再以市场价卖出，一倒手就可以赚得

千元。即便用第二种方法，花一二百元从游客

处买个购酒资格，转手依然能赚近千元，而这

只是一瓶飞天茅台能获取的利益。

针对茅台镇三个原价飞天茅台销售点均

无法再购买到原价飞天茅台，北京酒类流通

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表示，“‘订房购酒’活

动本是为了带动贵州经济、文旅的发展，但活

动受到黄牛干扰之后，‘订房购酒’已经失去

了本来的意义，所以停掉是正常的”。

茅台镇的黄牛是否会在此次事件中应时

而亡？在晋育峰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

会有“聪明人”想到解决办法的。

离终端1499元还有多远

随着时间转凉的不只有天气，还有飞

天茅台的终端市场。10月13日，国庆假期

结 束 近 一 周 ，2021年 53度 飞 天 茅 台

（500ml）终端市场价格依旧延续中秋、国庆

双节期间的稳定态势，因地区不同市场售价

处于2800元/ 瓶上下，并没有因为放量结束

而有明显上涨。

茅台官方打击黄牛是否是终端市场降温

的原因尚难下定论，但自丁雄军上任以来，茅

台推动“开瓶喝茅台”的目的显得越来越明

确。在双节期间8000吨飞天茅台投放市场活

动中，丁雄军首次提出“开瓶复购”活动，意欲

推动消费者从“藏茅台”到“喝茅台”的转变。

茅台官方负责人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开瓶喝茅台这件事是贵州茅台一直提

倡的”。

业内人士就此指出，新掌门人上任后，已

在着手解决价格失控问题，如严管茅台酒出

货源头，加大渠道监管，启动空瓶复购措施以

增加市场供给。

白酒专家肖竹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茅台国际大酒店取消“订房购酒”活动来打击

炒作茅台酒的投机分子，这对飞天茅台控价

而言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真正想要治本就得

让茅台酒出厂价大幅提升，压缩茅台渠道利

润空间从而减少投机和炒作动力。

不过，茅台官方负责人对涨价回应称，提

高出厂价的事情从未听说过。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王傲

开店火热

“今年‘十一’期间，黄金时间段一般都有

四五组消费者同时间来拍照。”某开业两年半

的自拍馆老板张女士（化名）透露了自拍馆的

火热程度。

近期，换装自拍馆风靡各大社交平台。顾

名思义，自拍馆即可以提供自拍场景的店铺。

但与“90后”的回忆“杀马特”风大头贴不同，

如今的自拍馆不仅可以提供不同的场景，还

可以提供不同风格的服装、化妆品、灯光道具

等。这样全方位的自拍服务，也让不少爱美的

女生拉着闺蜜、带着男友前去打卡。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了多家自拍馆发现，

当下流行的服装和场景风格多样，有国潮风、

神明少女风、学院风、纯欲风等，抓住了不少

女性消费者的眼球。

而这样看似成本不高，又是一片蓝海的市

场，也让自拍馆商家遍地开花。北京商报记者

在大众点评中看到，北京市显示在营业的自拍

馆商家已有30多家，其中有5家标注新店。

“刚开业的时候选在了商场内，第一个月

的流水就有7万元，不到一年回本。但后来受

疫情影响，商场房租也太贵，于是改到了公寓

楼内。”张女士表示。

这样无需过多人力，只需布置几个场景

就能吸引客人打卡的生意看似简单，实则也

要花费不少心思。“自拍馆不算高成本行业，

但前期投入并非小数目。”张女士称，“前三个

月基本决定了自拍馆未来的走向，开始的宣

传推广很重要。为了有靠前的搜索排名，需要

在大众点评购买推广通，一天200元，一般要

买两个月左右，也会找小红书上的大v来推

广，加上北京房租高昂、购买服装道具以及布

置场景等费用，前期投入有30多万。”

北京商报记者看到，张女士所经营的店

铺在大众点评中评分高达4.9分（满分5分），搜

索排名也在北京市前三。

另一家开业半年的换装自拍馆老板曹女

士则表示，前期投入在20万元左右。虽然大众

点评评分也有4.9分，但暂时还未回本，“估计

得一年才能回本”，曹女士称。

然而，自拍馆月流水高达7万元的“盛况”

却并不常见。曹女士就面临着“围城”的困惑，

入局前觉得前途光明，入局后却发现难达预

期。“今年3月份开的店，看着这么受欢迎的市

场，对客流预期是工作日能有10个客人，假期

周末可以翻倍。但实际开业后的客流量仅达

到了预期的60%-70%。”

频频倒闭

在自拍馆火热的背后，惨淡收场的结局

接踵而至。北京商报记者在大众点评中看到，

截至目前，北京市显示近期暂停营业的商家

有6家，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近半年来关店

的自拍馆约有两成。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一家名为微笑

一刻的自拍馆，在今年6月还有消费者发布评

价，但现已关闭改为家政服务公司；另一家名

为玖柒照相馆（曾用名“玖柒换装自拍馆”）的

商家，也已人去楼空，附近商户表示玖柒照相

馆在上周关门了。玖柒照相馆商家则称现在

改成了外拍业务。

一家已倒闭的自拍馆北京悦夏时光自拍

馆老板表示：“最好别开，挣不到钱。”随即挂

断了电话。北京商报记者在闲鱼App上看到，

转让自拍馆服装道具的商家不胜其数，尤其

在二三线城市更为明显。某转让自拍馆服装

的卖家称：“我是在四川绵阳开的，这边资源

太有限了，加上宣传不到位，地点也没选好，

所以干不下去了。”还有相关从业者在社交平

台中吐槽称，开自拍馆的流程就是：“开店-3

个月-倒闭。”

虽然深受女性消费者的追捧，但自拍馆

的生意实际并不好做。“这行也不好干，主要

是客单价太低了。”即便是生意做得不错的张

女士也发出感慨。“自拍馆的客单价很低，比

如在一般的影楼拍摄一套写真至少上千，但

自拍馆人均消费不到200元，要求摄影师跟拍

的话价格也仅在600多元，但其实与一般写真

提供的服务和时长差不多。”张女士称。

“和我们同期开店的一家自拍馆受疫情

影响已经倒闭了，另一家经营状况也不好。”

张女士直言。“一些自拍馆在开业初期会选择

低价营销的方式，看似收获了开业红利期，但

价格一涨上来，其他消费者就不愿意买单

了。”张女士表示。

“而且这些快速倒闭的自拍馆往往场景

缺乏新意，甚至还会缺少相应的道具、灯光

等，这样即便价格低，但失去了口碑生意也是

做不起来的。”张女士直言。“有消费者和我吐

槽，之前去过一家自拍馆，主题是足球宝贝，

客人找他要足球，商家竟然说没准备。”

曹女士同样表示了对行业内倒闭现象的

担忧，“开店比较晚的商家倒闭的很多，后期

场景很难‘出圈’，模仿的痕迹明显，想要长期

发展非常难”。

前路未卜

据2021年《长三角青年消费大数据报告》

显示，换装自拍馆已经成为青年十大消费新

业态之一。18-30岁左右的女性青年占到总

数90%以上，以大学生、网红为主，男性青年

主要是陪同或者拍情侣照。

然而这样备受关注的行业，实际上出场

自带“bug”。吸引消费者的利器“不同场景”也

成了自拍馆的痛点。与密室逃脱类似，相同的

场景几乎不可能吸引消费者打卡第二次。张

女士也深以为然，不改变场景就不会有复

购，但改变场景也并非信手拈来。“我已经

失眠好几天了，在计划万圣节主题该怎么

布置。太恐怖怕客人不来，中规中矩又怕没

特点。”

曹女士也表示，随着自拍馆越来越多，同

质化现象也愈发明显。“我开业半年就已经更

换了很多场景了，但想与其他店铺完全不同

基本不可能，所以想通过更换场景吸引回头

客很难。”

此外，客群有局限性也是自拍馆不得不

面对的难题。“来的基本都是年轻的女孩

子”，曹女士称。为了继续在行业内存活下

去，曹女士未来计划准备更多适合男性以及

儿童的服装和场景。“自拍馆一开始主要靠

女性消费群体，但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单

一的受众群体并不能支撑这么多商家经营，

还需要扩大受众。”

财经评论员张雪峰认为，“换装自拍馆这

样的新兴行业其实和传统的照相馆商业模式

差不多，只是多了换装环节以及不同拍摄场

景和服装道具灯光等等。”这样的行业起初可

能会以“换装”的噱头吸引到很多女性去消

费，但这种消费没有成瘾性的特征，因为换装

拍照给人带来的满足感是随着次数的增多而

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趋势的，这种消费需求

并非刚需，会有一定的容量限制。

对于商家而言，由于换装自拍馆看起来

是一个新风口，自然就会有很多人跟风而来。

但随着市场上的商家越来越多，必然会出现

鱼龙混杂的现象，也会逐渐淘汰一部分商家

而成就另一部分商家。“归根结底，这个行业

赛道没有太多的想象空间，市场容量有限，最

早入局的商家可能还能享受到红利，而越到

后面商家之间的厮杀就会越激烈。如果商家

们都是靠租房而不是自己买的门面做生意的

话，最后成就的很可能是房东。”张雪峰坦言。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蔺雨葳/文并摄

一边是新店如雨后春笋般浮现，一边是惨淡收场者众多。作为年轻人的“新宠”，换

装自拍馆在火热经营的同时，也面临着受众具有局限性以及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

尤其在近半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已倒闭的自拍馆达两成。业内人士指出，由于换

装自拍馆是一个新的风口，自然会有很多人跟风而来。但归根结底，这个行业赛道没有

太多的想象空间，市场容量有限。最早入局的商家或许还能享受到红利，而越到后面，

商家之间的厮杀就会越激烈。

茅台镇原价购买飞天茅台

销售点购买规则

一股冷空气驱散了茅台国际大酒店门口的黄牛。10月13日，北京商报记者从茅台国际大酒店相关人员处了解到，茅台国际大酒店取消入住便可享1499元购

买飞天茅台资格，即“订房购酒”活动。替换为在餐饮区就餐才能购买原价飞天茅台。值得注意的是，茅台国际大酒店餐饮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原价购买的飞天茅

台只能当场饮用，酒瓶、包装盒等均不可带走。记者随后联系了茅台机场云商、中国酒文化城了解到，机场云商原价购买飞天茅台活动暂时停止抽签，中国酒文化

城也暂停营业。一时之间，茅台镇原价购买飞天茅台政策大变天，而这波操作背后到底动的是谁的奶酪？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指出，茅台国际大酒店取消“订房购酒”活动是在进一步收紧茅台酒货源，这是新任茅台董事长丁雄军上任后对整个贵州茅台管

控的进一步加强，会将所有可能造成价格混乱的漏洞一一补上。

贵州·机场

云商小程序

购买条件：

凭房卡及本人登

记身份证购买

每人

限购1瓶

2021年10月

停止

购买条件：

飞往茅台机场

则有机会参与

抽签购买

每人

限购2瓶

2021年7月

停止

茅台国际

大酒店

购买条件：凭门票及

本人身份证排队购买

购酒时间为上午

9：00-11：30 每人

限购2瓶

2021年9月

停止 中国

酒文化城

提供自拍场景的自拍馆近期风靡各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