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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新规“被灭”茅台国际大酒店再陷风波

北京商报2021.10.29

北京商业新圈层

开栏语：“内九外七，皇七禁城四”早已不能完全囊括北京商业。新消费、新业态催促之下，北京商业脱胎换骨，商业掌舵人日夜兼程、山后练鞭。消费场景日新月

异，新消费方兴未艾，新老交织的商业力量，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着生活。商业之治，北京这座城市有说不完的故事。在求索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上，一张有关

商业的新书卷正等着展开。

占领购物中心“C位”

国货美妆的新浪潮正在悄然改变着北京

城。一年前的春天，完美日记北京首店占据了

中关村领展购物中心的“C位”，“踢走了”韩国

美妆品牌“伊蒂之屋”。

似乎一夜之间，国货美妆的春天来了。短

短一年的时间，完美日记就在北京开出了3家

线下实体店。而同样小有名气的橘朵，也在龙

湖长楹天街开出了北京首家线下实体店。

国货的触角远不止于此。就在近几天，在

品牌琳琅满目的屈臣氏里，COLORKEY这样

的新锐国货品牌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国

货在屈臣氏卖得不比大牌差，有的消费者是

专门来买国货的。”北京朝阳大悦城屈臣氏销

售人员介绍道。

曾经吃土也要买大牌的年轻人们，也成

了国货美妆店铺的常客。“原来逛街买化妆品

的选择很单一，基本都是香奈儿、Dior这种国

外品牌”，“90后”女生小张笑着说，“但是现在

国货美妆不论是店面形象，还是产品质量，都

给了我选择它的理由”。

在国货逐渐取代国外大牌的背后，不仅

有中国企业一砖一石的不懈努力，更有消费

观念的转变。“买贵的不如买适合自己的。选

择多了才能有更多的对比。”小张表示。在北

京这座国际化的城市中，化妆品的选择的确

越来越多了，除了单一的品牌店，各类涵盖多

个国货美妆产品的集合店也渐渐随处可见。

集结了众多国货产品的美妆集合店

THECOLORIST调色师，在2020年落地北

京。同年，美妆集合店WOWCOLOUR带着

130多个彩妆品牌入驻了北京国瑞中心，品牌

矩阵以COLORKEY、VNK、JudyColorLab等

高性价比国货彩妆品牌为主，占比达到70%。

WOWCOLOUR首席执行官杨阳曾表达对品

牌未来发展的信心：“未来WOWCOLOUR预

计将占据80%市场份额，2021年将开张1000

家店。”

以国货彩妆为主力军的美妆集合店获

得蓬勃发展，也正是彩妆界时代更替的有力

印证。

本土设计师品牌异军突起

“不必盲从大牌，国货也有精品”，在第三

次国货浪潮的推动下，消费者观念的转变不

仅体现在彩妆中，本土设计师品牌也在竞争

激烈的时尚行业中逐渐显露头角。

实际上，中国消费者见证了不少外资品

牌的黄金时代，他们也曾在中国带着对未来

的畅想走向扩张之路，但最终没能顺应甚至

抵抗住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变革。早在今年1

月，ZARA母公司Inditex就确定将关闭旗下

Bershka、Pull&Bear和Stradivarius三个品

牌在中国的所有实体门店；英国高街品牌

TOPSHOP和NewLook在2018年也宣布撤

出中国……

国际知名快时尚品牌节节败退的同时，

是国产服装品牌的步步紧逼。今年7月，国潮

品牌BEASTER开启必“京”之路，首店落户朝

阳大悦城；本土运动服装品牌MAIAAC-

TIVE玛娅华北首店、RANDOMEVENT北京

首店相继入驻北京三里屯；国潮J.Cricket全

国首家精品概念店落地北京SKP……

服饰首店的接连进军，也折射出北京消

费市场的日新月异。“尤其是近半年来，消费

者对国货的喜爱程度在上升。一年内我们品

牌已经在北京开出了3家实体店，销售情况都

还比较乐观。”MAIAACTIVE玛娅品牌相关

负责人印证了这样的现象。

本土品牌首店的接连落地，离不开政策

的扶持。北京市商务局7月出台的《关于2021

年度鼓励发展商业品牌首店项目申报指南的

补充通知》中指出，优先对服装鞋帽类首店给

予资金支持；本土品牌企业在京开设首店，最

高可获得200万元资金支持等。

北京一家只卖国内设计师品牌的集成店

负责人坦言，“数年前，国内设计师品牌是很

边缘化的存在，南北方差异也很大，北方发展

势头弱。但现在不论是北京政策的扶持，还是

消费观念的转变，都让本土设计师们看到了

前路的光明”。

国际化浪潮下不甘示弱

一到暮色降临就人潮汹涌的三里屯北街

西侧，来自日本的小众设计师品牌United-

Tokyo全国首店显得格外醒目。2021年上半

年，87家首店落地三里屯商圈，国贸CBD商圈

则吸引了国际品牌首店27家。

面对国际化品牌的到来，国内本土品牌

表现出的则是来自东方的自信。“我们在制作

工艺上并不比国外品牌差，但是相比之下性

价比会更高，所以并不担忧国外品牌的到来，

近年来品牌销量也是向好的。”MAIA玛娅品

牌相关负责人表示。

国内现代轻奢品牌YI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国外的品牌进入北京后，实际上也会刺

激到国内的消费，对于北京整体消费环境还

是有利的”。

北京是首批进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的城市，有很强的辐射带动效应，也已成为国

外小众品牌竞相进入的首选地。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副教授刘慧表示，“国外小众品牌和

本土品牌更像是互补关系，定位不同，对本土

品牌是良性竞争。本土品牌可以利用中国制

造的大国优势，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高品质

产品和服务”。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也指

出，“国外品牌的入驻对于整个商业氛围来说，

是在与国内品牌相互促进、提高的，也会形成

品牌集群的效应，在各商圈，不仅有本土品

牌，也有境外的小众品牌，有利于形成区域差

异化，也能够提升消费者的逛街体验乐趣”。

本土品牌就这样在北京国际化的氛围

中，不断成长着，憧憬着，也正在逐步向世界

传递着东方美学。国货美妆品牌花西子在

2020秋冬纽约时装周上，配合《本草纲目》的

设计主题，打造了走秀联名妆容；还有国外消

费者为了买国货彩妆找起了中国代购……

开拓海外市场也同样在国内服装品牌YI

的规划中，“我们未来也计划开拓海外市场，

因为YI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了东方文化和西方

精致工艺的品牌。但还是会先专注于中国市

场，等真正成熟了再走向世界”。

“不论是国产品牌，还是国际小众品牌，

都是符合北京整体消费环境的。一个良好

的市场环境不会只有头部品牌，而应呈现

金字塔的格局，下面还有众多碎片化的小

体量品牌。这样才能支撑起整个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

荆林波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蔺雨葳/文并摄

曾经被国外知名品牌牢牢锁死的商场主力店位置，不知不觉中早就易了主，换成

了兼具中国风与国际潮流的国货品牌，后者正以迅猛的姿态遍地开花。北京商报记者

连续走访时发现，国贸、三里屯、崇文门等商圈的醒目位置高频次地出现国货品牌，与

周遭的国际大牌同场竞技。在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大背景下，本土品牌

焕发生机，在国内逐渐站稳脚跟，也一步步走出国门，向世界讲述东方故事……

北京商报讯（记者赵述评张天元）

线下咖啡门店，已成为群雄逐鹿的战场。

近日，新零售咖啡品牌入局线下的消息

不断，网红新零售咖啡品牌三顿半开出

首家线下概念店，新零售咖啡老玩家永

璞咖啡又被曝出即将在线下开设测试

店，而微信小程序起家的时萃SECRE早

已立下flag———计划在今年新开30家左

右新店。这些品牌虽在线上咖啡领域小

有名气，如今的布局方向也是顺应行业

竞争趋势，但跨入线下，不仅是觊觎未涉

足的潜在市场这么简单：不仅要与传统

咖啡品牌巨头正面交锋，还要思考如何

将原有的线上运营经验变为优势，提升

消费者黏性将成为生存的关键。

近日，永璞咖啡将在10月或者11月

推出首家线下门店和推出茶饮品牌“喜

鹊原野”的消息成为新零售咖啡行业的

热点话题。同时，一家名为原力飞行体验

店（into_theforce）的店铺在各社交平台

不断出现，这家店正是三顿半开出的首

家线下概念店。北京商报记者在菜单上

看到，咖啡包含基础咖啡、星球风味、飞

行限定三个系列，咖啡定价在32-48元之

间，与市面上其他咖啡品牌定价相比并不

算低。

北京商报记者与三顿半方面确认得

知，into_theforce确实为三顿半旗下概

念店。但关于三顿半对线下门店的未来

发展规划，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相关

回复。

当一些新零售咖啡品牌达到一定品

牌效应和客户群后，将会借品牌力转入

线下。上海啡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振东指出，咖啡品牌的品牌溢价通

常较高，如果仅布局线上，品牌与消费者

距离过远，外加没有实际体验，缺乏立体

感。线上和线下的联动是目前咖啡和茶

饮品牌将流量最大化变现的常用模式，

使品牌在未来达到一个增长点。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

文志宏表示，新零售咖啡品牌需要强化

自身的体验性，开设线下门店能够为消

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作为线上品牌，三

顿半、永璞咖啡等品牌已经具备一定的

关注度与流量，在这时将客户导入到线

下，将会产生更好的效应。

对于新零售咖啡品牌而言，线上业

务在供应链、流量等方面是其优势，但布

局线下门店还是与线上业务有一定差

异。同时，目前咖啡市场竞争激烈，其他

品牌早已抢夺市场先机，不仅要面临星

巴克、CostaCoffee、瑞幸咖啡等同行业

品牌的竞争，同时还要应对新锐流量品

牌和其他跨界品牌的挑战。

王振东表示，线下与线上的运营逻

辑大为不同，线下运营较为琐碎，需要承

担一定的成本，还需要稳定的人员团队

结构，上述条件在短期内会有诸多挑战。

对于做线下门店的新零售品牌来说，其

运营目标与许多咖啡连锁品牌是不同

的，场景营造、提升消费者复购率以及消

费者购买商品的便利性，才是新零售咖

啡品牌未来需要做的。

文志宏指出，“线上线下的商业模

式不同，新零售咖啡品牌若想做好线下

门店，还需沉淀更多经验。对于转入到

线下的品牌来讲，差异化至关重要。咖

啡品牌众多，线上线下竞争同样激烈，

只有在产品、服务与体验等各方面做到

差异化，才能够凸显自身优势，吸引更

多消费者”。

“储值十万即可成为金卡会员，消费满一万

积分即可申请购买两瓶1499元53度飞天茅台

（500ml）。”10月28日，网传成为茅台国际大酒

店会员即可申请购买1499元飞天茅台的消息让

业内外人士炸开了锅。然而，消息传出不到24小

时，茅台国际大酒店便发布澄清声明称，储值会

员购酒活动不实，从未开展过上述活动。距离取

消“订房购酒”活动不到两周，茅台国际大酒店

再次站上舆论风口浪尖。

迅速辟谣的“新规”

储值十万即可成为官微金卡会员，储值二十

万成为官微铂金卡会员，三十万可成为官微钻石

卡会员。据中华网酒业频道报道《茅台大酒店储

值并消费10万元可买20瓶平价飞天》内容显示，

茅台上述大额储值卡隐形福利便是可以原价购

买飞天茅台。北京商报记者在相关报道中涉及茅

台国际大酒店会员须知了解到，会员消费每达到

一万积分，可申请购买2瓶500ml装茅台酒（限位

于茅台国际大酒店内茅台酒专卖店购酒）。

值得注意的是，网传新规“问世”不到24小

时，便被茅台国际大酒店一则澄清声明反转。据

澄清声明显示，茅台国际大酒店开启会员储值

可换购茅台酒活动信息不实，且从未开展过上

述活动。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致电茅台国际大酒店相

关人员，对方称并没有下发相关文件，也没有储

值成为会员相关活动，购酒活动早已取消。

茅台国际大酒店上次站在舆论风口还是10

月中旬宣布取消“订房购酒”。值得一提的是，自

取消“订房购酒”活动后，茅台国际大酒店不再

只能电话订房，已开启网上订房通道，北京商报

记者发现，虽然房间依然紧张，但一房难求的现

象有所改变。

白酒营销专家晋育峰表示，茅台国际大酒

店的客房拥有常年100%的利用率，“会员储值

购酒”“订房购酒”等活动对于茅台国际大酒店

而言影响并不大。

五花八门的门槛

无论茅台国际大酒店储值会员购酒活动是

否真实，都需要到仁怀当地体验，而其他平台抢

购原价飞天茅台的准入门槛更是五花八门。

电商平台的规则向来简单明了，以天猫、京

东、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为主，大部分都是预约

成功后依据不同抢购时间抢购。

线下商超的活动则是各式各样。广东天虹

超市每周都开启1499元53度飞天茅台（500ml）

预购资格抽签活动，每人每期限购2瓶，全年限

购6瓶。不过想要拥有预购资格进行抽签并没有

那么简单。满足注册时长满6个月，且在天虹旗

下任一业态近3个月累计消费次数不低于5次，

每月至少消费1次的准入门槛才有相关资格。

麦德龙原价抢购飞天茅台活动的参与条件

更是繁复。参与抢购原价飞天茅台的用户需要

满足2021年4月2日前注册成为麦德龙会员；活

动前6个自然月（不含活动月）其中每个自然月

至少存在1笔实体店消费记录；活动前6个自然

月内（不含活动月），消费累计覆盖超5个品类商

品及年满18周岁。

“限制条件这么多，根本无法抢到原价茅

台。”消费者小姚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就商

超投放原价飞天茅台活动表示，贵州茅台通过

零售终端放量是平抑价格的一种市场化手段，

本身是可行的。但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商超、卖

场仅把原价飞天茅台酒作为引流的一种手段，

而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让茅台平抑价格的

举措没有落到实处，这就需要茅台酒厂调整策

略，在销售政策上施以重典，对没有严格执行的

终端卖场，一经查实，严肃处理，甚至终止合作。

一瓶难求的茅台

准入门槛要求复杂，而即便满足准入门槛

参与抽签抢购，中签概率也非常之低，甚至有消

费者在社交平台戏称，“每天在各种平台抢茅台

的乐趣就在于每天都觉得自己快要抢上了”。

有消息人士指出，上海消保委在网上7个电

商平台测试抢购原价飞天茅台，也一瓶都没有抢

到。同时，有调查显示，多数抢购平台均未公布茅

台的具体投放数量。然而，抢不到原价茅台对于大

部分消费者来说，早就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甚至有

消费者因在商超平台抢不到原价飞天茅台，而在

消费者服务平台投诉商超欺骗客户、虚假销售。

在知乎平台上有一篇帖子引起热议———

《1499飞天茅台抢购攻略科普+总结，三个月入

手38瓶》。烟酒店老板小李曾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在抢购平台蹲了两年都没抢到一瓶，而3个

月抢到38瓶更是不敢想。

据天猫超市放出的数据可以发现原价茅台

一瓶难求的部分原因。10月26日，天猫超市预计

投放原价飞天茅台1000瓶，但实际销量为390

瓶；10月25日，预计投放1000瓶，实际销量511

瓶；10月24日，预计投放1000瓶，实际销量549

瓶……准备抢购原价飞天茅台的消费者“嗷嗷

待哺”，但实际销量却仅在投放数量的五成左

右，实际销量与投放数量不符。

程万松指出，飞天茅台价格居高不下的同

时给其价格稳定带来隐患，因为供需关系是决

定价格变化的基础。事实上，茅台酒价格稳定才

能确保茅台酒厂乃至酱香热的持续稳定，如果飞

天茅台的价格脱离了消费群体的购买力承受范

围，就会引发供需关系变化，进而导致茅台热乃至

酱香热的拐点出现。唇亡齿寒，市场需要理性。

北京商报记者赵述评王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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