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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咖啡公告承认伪造交
易 22 亿元”“瑞幸暴跌”“瑞幸咖
啡董事长发声”“瑞幸爆单”“瑞
幸 App 崩了”⋯⋯4 月 2 日晚间
开始，有关瑞幸咖啡的词条持续
霸占各大热搜榜单，第二天，担
心优惠券和预存款失效的消费
者纷纷在小程序和App下单，用
户“挤兑式消费”导致手机点单
程序在 3 日下午 1 点多出现故
障。下午3点多，记者实地走访常
州多家瑞幸咖啡门店，消费者可
以通过美团外卖平台点单，尽管
优惠券无法正常使用，但门店还
是收到源源不断的订单。

系统崩溃，店员也很
好奇到底增加了多少订单

下午 3 点多，在瑞幸咖啡数
码城店的柜台上摆满了已经打
包好的外送咖啡。“我今天已经

跑了一百多单了。”顺丰同城急
送的聂师傅一边将打包好的咖
啡送进配送箱一边告诉记者，往
常咖啡的配送量大概在 60 单左
右，当天就数码城这家店，他就
已经配送了 100 多单。“不光是
我，我的几位同事也是一样，瑞
幸咖啡的配送量比平时多了一
倍多。”聂师傅说。

“现在我们的点单系统也瘫
痪了，你需要在美团上下单。”在
瑞幸咖啡金谷大厦店，咖啡师
Nancy Zhu 忙着制作手头的咖
啡，也不忘提示来店的顾客。下
午 1 点多，瑞幸咖啡的 App 和小
程序相继崩溃，消费者只能通过
外卖平台点单，并且无法正常使
用优惠券。尽管如此，店里还是
收到源源不断的电子单。“今天
瑞幸全国爆单，我今天早上到现
在就没停下来。”Nancy Zhu说
平时店里每天的销量大概在 200

到 300 单，今天她和同事两人根
本忙不过来。因为点单系统崩
溃，她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具体的
数据。“我自己也很好奇到底增
加了多少。”Nancy Zhu说。

连夜注册，想“薅”最
后一把“羊毛”

“手机里还有好多张优惠券，
要赶紧用掉啊。”在华泰期货常州
营业部上班的祁静霞告诉记者，
上午9点半上班之后她通过App
点单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问题，账
号里还有几张优惠券没用，帮同
事也买了。“多数消费者都是想

‘薅’最后一把‘羊毛’。”作为金融
工作者祁静霞对于瑞幸股价的新
闻相当敏感，“能喝一杯是一杯
吧！”祁静霞说道。

此外，也有不少人在抓紧时
间注册成为瑞幸新用户，领用优
惠券。网友“高冷少女”已经是瑞
幸咖啡的会员了，晚上看到新闻
后，她毫不犹豫地拿起老公的手
机注册成为新用户。“新人首杯
免费啊，为什么不喝。”“高冷少
女”说。

“中午才看到瑞幸股价的新
闻，赶紧过来支持一下。”在数码
城店门口，市民蒋婷正在尝试登
陆瑞幸咖啡的 App，询问朋友后
才知道 App 崩溃了。“对于每天
都要嗑咖啡的人来说，‘股价’这
样的概念离自己太远。”蒋婷告
诉记者，作为消费者只关注产品
品质和价格，和同类型的几家咖
啡店相比，瑞幸还不错。

吕亦菲 图文报道

记者实地探访常州多家瑞幸咖啡门店，发现订单暴增

瑞幸咖啡的“羊毛”，你“薅”了吗？

本报讯 记者从常州高新区
获悉，3 月 30 日，国家版权局公
布了 2019 年度全国版权示范单
位、示范单位（软件正版化）和示
范园区（基地）名单，全国共有 41
家单位获“全国版权示范单位”
称号，28 家单位获“全国版权示
范单位（软件正版化）”称号，8 家
单位获“全国版权示范园区（基
地）”称号。常州国家高新区（新
北区）创意产业园区榜上有名，

获评“2019年度全国版权示范园
区（基地）”，为全市首家获此殊
荣园区，也是本次江苏省唯一获
评“全国版权示范园区（基地）”
称号的单位。

据悉，自 2016 年 4 月获评
“江苏省版权示范园区（基地）”
以来，常州创意产业园区成立了
全市首家版权登记工作站，通过
组建版权工作小组，共建知识产
权巡回法庭、知识产权保护联系

点、创意文化企业法制服务中
心、知识产权维权中心，搭建助
企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版权保护
宣传培训，提供版权申请及保护
指导等举措，持续推进版权保护
服务工作，为企业发展保驾护
航。截至目前，常州市 5 家省版
权示范单位中3家为创意产业园
区企业，园区内20家重点企业版
权数量达2500余份。

（章宇虹 吴燕翎）

常州创意产业园区获评“全国版权示范园区”

本报讯 近日，常州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联合
江苏大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
口罩生产厂家紧急订购 1000 只
医用口罩，捐赠给韩国对口合作
学院——韩国亚洲大学信息通
信研究生院。

3 月 30 日，韩国亚洲大学信
息通信研究生院院长金珉玖教
授发来信息，表示已将援助物资
分发到师生手中，并代表全院师
生对这份来自中国的援助深表
感谢，希望两校在更多领域深化
交流。 （楼竞 杨曌 图文报道）

常州高校向韩国对口合作学院捐赠上千口罩

这个清明小长假，武进雪
堰龙凤谷生态景区山坡上，一
片五、六十亩的映山红花开正
艳，吸引了一些市民前来寻芳

留影。据介绍，这片映山红于
5 年前栽种，此次花期约持续
至本月下旬。

许正宏 高岷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江苏溧阳长荡湖
国家湿地公园拥有三类标准
水质，大型挺水植被覆盖率达
33.3% ，沉 水 植 被 覆 盖 率 达
35.7%。近期进入候鸟迁徙
高峰期，大批候鸟在这里飞
翔，悠闲觅食，展翅飞舞，为春

天增添一道风景。
据工作人员观察记录，各

类鸟多达 118 种，形成了一条
以长荡湖为核心的生态休闲
景观长廊。

（黄明毅 李莉 高岷 图
文报道）

龙凤谷生态景区映山红花开正艳

长荡湖里百鸟争春

瑞幸咖啡数码城店柜台上摆满了已经打包好的外送咖啡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我
市公安交警部门获悉，为切
实保障道路交通通行秩序，
减 少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预防和压降道路交通事

故，促进文明安全出行，我市
将新增 13 套道路交通技术监
控设备，于 2020 年 4 月 7 日
起启用。

（焦静 徐丹）

4月7日起，
我市将新增13套“电子警察”

常州市新增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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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路通江路西侧
桂江路嵩山路东侧
惠安路太湖路南侧
马鞍山路南湖路南侧
嵩山路梅江路路口
珠江路巫山路东侧

序号
1
2
3
4
5
6
7

位置名称
晋陵北路珠江路
晋陵北路龙锦路
华山北路辽河路
衡山路辽河路
德胜北路江南农村商业银行东侧
德胜北路吕汤路东侧
吕墅小学东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