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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历 己 亥 年 四 月 十 三 常州新闻商周刊

悦动广场位于青洋北路与新堂北
路交汇处，倾情打造“乐居、运动、办公
和健康”四大生活空间，全方位引导和
满足人们高质量的健康办公、生活体
验，规划全新乐活概念的消费商办综
合体。

设计要求：
1. 参选作品应含 LOGO、创作理

念、寓意说明等内容；2.寓意深刻，突出
悦动广场的项目特点；3.应用性强，便于
记忆、传播和制作；4.原创作品，此前未发
表，不侵犯第三方权益。

投稿方式：
关注“悦动广场”公众号，通过后台留

言形式提交姓名、联系方式及作品内容。
奖项设置：
一等奖 1 名（即中标作品），奖励

8888 元；人气奖冠军 1 名，奖励 1888
元；人气奖亚军 1
名，奖励 888 元；人
气奖季军 1 名，奖
励 588 元。征集截
止时间：2019 年 5
月28日。

悦动广场LOGO征集令

我有万元奖金，你有创意吗？

作为吾悦的标志性活动，今年的
“我爱你五月”已走到第三年，在延续
前两年影响力的基础上，今年的活动
更有看头。

5 月 17 日至 5 月 20 日，看常州
吾悦广场如何以爱之名，为爱发声。

常州首届汉服嘉年华
千人汉服婚礼秀

汉服之美，一醉千年。千名汉服
同袍齐聚明城墙旁、篦箕巷边，“文亨
桥过三关”“毗陵驿三请三让”，着两色
汉服，高冠博带，互请婚书，挑解喜帕，
合卺同牢，解缨结发，执手盟誓，共同
见证一场唯美明制婚礼。

此次活动由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
府、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
南大街街道、钟楼区文体旅局、钟楼
区团委、常州吾悦广场承办，吸引了
来自南京、无锡、镇江、扬州、昆山等
多地汉服同袍。5 月 19 日，常州吾悦
广场邀您共同见证华夏魅力、见证

“穿越千年”爱恋。欢迎添加【常州悦
小姐#我爱你五月】微信咨询了解（微

信号：czwygc520）。

疯狂5小时 折扣不停 大宴全城

作为“我爱你五月”不可或缺的重
头戏，形式多样的大幅优惠促销届时
将“砸”向顾客。5 月 19 日晚 7 时至 5
月 20 日 0 时，5 元看《双生》、5 元抢绿
地超市券、整点抽 AJ、大牌美味 48
折、爆品免费尝、莱绅通灵浪漫气球
雨、原创音乐节等丰富活动将奉献给
常州市民。

“我爱你五月”，不仅是吾悦与龙
城百姓的互动狂欢，也是各大品牌的
联动狂欢。17日-20日，AJ、三叶草、
FUN 限量发售，肯德基 1 元抢，哈根
达斯免费送，小红书低至5折，MUJI、
UR领衔大牌低至3折，西贝等大牌餐
饮5折⋯⋯

童声在国旗里飘扬
2019钟楼区中小学生合唱音乐会

作为钟楼区教育局与常州吾悦的
第二次合作，5 月 18 日，钟楼区 15 所
中小学学生走出校园、用心高歌，为梦
想发声，更有千人《我和我的祖国》快
闪合唱惊艳现场。

此外，5 月 17 日至 20 日活动不
断，马威免费送、满额赠礼、全国三人
篮球俱乐部海选、LOVE RUN 毅行、
存在博物馆、造梦市集、变形金刚巡
游、新店开业特惠等更多活动等你来
打卡。

5 月，来常州吾悦，遇见奇迹、为
爱发声、收获幸福。 商新

常州吾悦精彩绽放

我爱你五月

5 月 19 日晚 19:30，《小丑动物嘉
年华梦幻世界》舞台剧将亮相常州大
剧院。

《小丑动物嘉年华梦幻世界》是一
部现代充满幻想的儿童舞台剧，与普
通舞台剧不同的是，本剧的主演是一
群可爱的动物：活泼的狗狗、软萌的猫
咪、机灵的小松鼠⋯⋯从剧本到表演，
都是根据各种动物的习性和特点，在
不改变小动物天性的前提下，精心定
制。演出气氛浪漫、温情、梦幻、喜悦，
情节设计上既有逗趣、又不乏抒情。

《小丑动物嘉年华梦幻世界》舞台
剧由常州邮政主办。关于幕后准备情
况，常州邮政舞台剧对接团队负责人介
绍：本次常州邮政引入以亲子为主题的
舞台剧，不仅为常州市民带来独特的观
赏体验，更重要的是让常州邮政在全民
文化领域有更深延展，让市民从休闲娱
乐中感受到舞台剧的文化之美；为纪念
本次演出，常州邮政将同步发行《梦幻
世界 动物嘉年华》风琴邮折，每套售价
118元。为回馈观演市民，凭演出门票
可享受75折购买优惠。

关于《梦幻世界动物嘉年华》风琴邮
折的设计，从邮折外形到内页排版，都充

满温暖与童趣。打开邮折，呈现的是风
琴形状，立体感满满。邮折以中国传统
节日、节气为主要元素，通过色彩、代表
物品、动物姿态表现节日气氛。邮折插
配纪念邮票熊猫、雪豹、猫以及生肖邮票
羊、牛、虎等，将憨态可掬、形象不一的各
类动物形象一一展现。

本次舞台剧邀请国内优秀多媒体
团队，配合舞美、灯光、音乐，共同打造
梦幻演出效果。国内首例多功能舞台
背景板运用，结合各种动物的行为展
示，打造动物舞台剧。该剧通过小女孩
丽莎的梦境，讲述她与复活玩具共同玩
耍的奇妙经历，体现父母细心关爱孩子
的重要性。剧中的小狗、小猫、鸟儿等
均“本色”出演，自然有趣，拉近了与儿
童的距离。不仅如此，还有蠢萌的荷兰
猪、灵巧的松鼠、身姿矫健的斗鸡等，孩
子们不仅能大开眼界，还可与小动物进
行互动，感受神奇动物世界的魅力。

梦幻世界即将上演，抓住周末的
尾巴，带上小伙伴们一起嗨翻天吧。
市民可通过各邮政网点或拨打购票热
线0519-68882425订票，也可通过常
州保利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购票，萌
宠邮折现场等你来撩。

这样的萌宠邮折你见过没？

“六一”节前夕，钟楼区阳光幼教
联盟系列研讨活动在花园幼儿园进
行，旨在分享课程研究的探索与成果，
引导姐妹幼儿园共创、共研、共长，促
进教学品质的提升。

花园幼儿园是一所语言特色幼儿
园，孩子们在自由自在的舞台上，获得
自信和收获。图为小朋友在表演《掩
耳盗铃》。

王健 顾蔚 刘克林 图文报道

在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都颇受关
注的国内新兴咖啡品牌——瑞幸咖啡
日前进入常州市场，并在短期内开出
5 家门店，便捷的消费体验与新店优
惠补贴等让这一市场“新军”迅速收获
了一批用户。

近年来，咖啡市场竞争加剧，牢
牢抓住常州咖啡市场的老牌市场巨
头——星巴克不断开疆拓土，还推出
了外送服务；新兴品牌不断入市，以更
新颖的模式争夺市场份额，几方力量
不断上演场景争夺战。

“网红”品牌入局圈粉

昨天上午，在兰陵工作的李女士
通过瑞幸咖啡 APP 下单，点了一杯香
草拿铁，原价 27 元，使用折扣券后仅
花费 4.86 元，全场首件免费、超高性
价比吸引了李女士办公室的其他几位
同 事 也 都 下 载 注 册 了 瑞 幸 咖 啡
APP。“这么便宜的价格，对消费者来
说就是实实在在的优惠，没有理由拒
绝。”李女士说。

据悉，瑞幸咖啡遵循“无限场景”
战略，不仅有满足社交需求的店铺，还
支持快速自提、外送等服务。瑞幸各
款咖啡的价格在 18 元到 27 元之间，
通常首件免费，并不定期发放 1.8 折、
2 折、5 折等优惠券吸引和培育用户，
这样一来，一杯咖啡实际价格往往仅
需数元，具有一定价格优势。

诞生于 2017 年 10 月的瑞幸咖啡
是个年轻品牌，2018年底线下门店突
破 2000 家，预计 2019 年门店数将突
破4500家。扩张路上一路高歌，财务
方面却长期亏损，烧钱补贴、免费送咖
啡、快速扩张的模式引发了不少质疑
的声音。作为咖啡业的黑马和“网
红”，瑞幸获得了巨大的知名度和消费
群体。以瑞幸为代表的新兴咖啡品
牌，对以星巴克为代表的现磨咖啡品
牌强调堂食、环境和社交的咖啡消费
文化形成了挑战。

各大品牌争夺市场

一边是新品牌的来势汹汹，另一
边是深耕多年咖啡品牌的加紧抢滩。
星巴克、COSTA 等连锁品牌均开出
多家门店。常州首家星巴克臻选落户

龙湖天街，成为目前常州最大的星巴克
门店。伴随着城市综合体的不断建设营
运，作为综合体、城市商圈标配的咖啡店
数量也在逐年扩张。

而城市的星巴克门店数量，慢慢演
变成“星巴克指数”，成为衡量消费能力
与城市活力的指标之一。2012年，常州

出现了首家星巴克门店。而目前全市区
域内共有星巴克门店36家，其中以钟楼
区和新北区最为密集，分别为 9 家和 10
家，这背后是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更
是常州消费市场不断发展的标志。

尽管咖啡品牌越来越多，可在许多
消费者眼中，星巴克依旧是咖啡的代名
词。如今国产巨头瑞幸入局，带来了新
的模式。针对消费痛点，星巴克推出“专
星送”外卖服务以适应市场。资本的进
入，加上新生品牌猛烈的促销和宣传攻
势，让咖啡消费市场一家独大的局面开
始逐渐改变。

竞争核心力还是咖啡本身

来杯咖啡，究竟是因为想喝、社交还
是一种消费习惯？这是咖啡店需要思考
的核心问题。“作为饮品店，环境很重要，
但我始终认为，咖啡的品质才是最重要
的。”一位咖啡爱好者认为，归根结底，咖

啡品牌与咖啡馆的竞争，会落到核心因
素——咖啡上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便
捷、随时随地能喝到，平时工作节奏快，
来杯咖啡更注重方便和快速。”另一位消
费者则认为，像瑞幸这种模式就很不错，
但这还需依赖更密集的门店数和更完善
的服务。

中国消费者最初接触现磨咖啡，大
多是通过星巴克、Costa 等咖啡连锁
店。提到咖啡，优雅的环境、舒适的沙
发、浓浓的咖啡豆香烘托出的社交氛围
等，构成了消费者心中一幅典型的咖啡
馆画像，外卖咖啡的去社交化特点则让
咖啡回归“饮用”这一咖啡的基础功能，
也越来越被消费者所接受。

事实上，拥有喝咖啡习惯的消费者
大多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咖啡本身的品
质和环境也很重要，此外，商务咖啡或休
闲咖啡的定位也决定了咖啡店的档次和
品位。而在发展过程中，大多数咖啡消
费者的特点也逐渐明晰：对品牌的追求
大于口味，对环境的计较多过价格，消费
者去咖啡厅的休闲属性多过对咖啡本身
的需求⋯⋯

消费场景互为补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咖啡
文化认知程度的提升，我国咖啡产业总
体呈上升趋势。传统咖啡馆依然是咖啡
消费的重要场景。办公、谈事情到咖啡
馆越来越成为一个习惯。对大部分中国
人来说，咖啡依然代表着一种文化体验，
更重视它的社交功能。

另一方面，场景消费多样化、小而美
也是咖啡厅行业的趋势。一杯咖啡中，
店租占据较大成本，因为线下咖啡店需
要将店址选在客流量大的地段，以吸引
消费者的进入，流量大的地段往往租金
也比较贵。外卖咖啡虽能省去一些租
金，但却需支付不菲的咖啡包装费用以
保鲜保温，以及不断上涨的外送人工成
本。瑞幸目前的定位是“堂食+外卖+自
提”，互相补充，并依据这一原则做店面
规划。

快速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刺激消费
兴趣，也是咖啡新品牌的“吸粉”方式。
除了常规的美式、拿铁等咖啡类型外，瑞
幸主打世界咖啡师大赛冠军团队拼配咖
啡等，希望用产品上的不断推陈出新来
巩固消费群体。

业内人士认为，包括外卖在内，中国
的咖啡市场其实才刚刚打开。现在咖
啡行业虽然发展空间巨大，但是竞争激
烈，对于品牌的甄别性要求非常高。新
创的咖啡品牌无法与巨头拼“品牌认知
度”，那就只能在经营特色和服务上发
力了。以往连锁咖啡馆的逻辑是，咖啡
店在哪里，用户就要去哪里，但如今的
消费和支付行为正大幅度转移到手机
上，消费者更倾向于能随时随地下单、
支付，而且还能保证品质。消费空间的
限制正在消失，消费场景的构建对老牌
或新兴咖啡品牌来说，都是迫在眉睫的
事情。 杨成武 图文报道

“网红”咖啡入局常州

咖啡市场掀起场景争夺战

第12届 中天汽车杯

“拍出精彩”摄影比赛

参赛作品可发邮箱至rb_blzk@163.com
电话：刘克林 13506146683（微信发稿）

本报讯 继百事食品（中国）有限
公司 5 月 1 日起上调膨化类产品的价
格后，零食巨头亿滋也上调了中国区
部分产品价格，其中包括奥利奥、趣多
多、太平、王子、闲趣等系列产品。

日前网上曾出现一份亿滋食品企
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发布的调价通
知函，称由于食品原材料和包装材料
价格大幅上涨而带来的生产成本提
高，亿滋食品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经过审慎评估，决定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对部分产品进行调价。5 月 14
日，针对该涨价消息，亿滋相关负责人

证实亿滋确实上调了奥利奥、趣多多、太
平、王子、闲趣等饼干系列产品的供货
价。记者从我市超市销售人员处了解
到，确实接到了供货商要求提价的通知，
但平均到每一袋产品上涨幅并不明显。
超市货架上，这些品牌食品依然畅销。

对于部分饼干产品的涨价原因，亿
滋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几年亿滋努力
克服并消化成本上涨的压力，但由于原
材料和包装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为确保
产品品质，经公司审慎评估，作出了价格
微调决定。

此前，食品巨头百事宣布上调公司

膨化类产品的价格，旗下产品包括乐事
薯片、多力多滋、奇多粟米脆系列、桂格
燕麦系列，其中乐事和奇多的产品多为
膨化食品。由于糖和原料价格的上涨，
再加上运输成本及人工成本持续增长，
除百事中国外，康师傅、统一、可口可乐、
娃哈哈、达利食品等饮料企业都对旗下
产品进行了提价。

日前，亿滋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
业绩显示，饼干品类表现抢眼，尤其是奥
利奥表现“极其出色”。该品牌此前在中
国更改了配方，降低了甜度，同时采用了
新包装和新的营销方式。 （杨成武）

奥利奥、趣多多等饼干涨价

艺术伴我成长

常报融媒商务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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