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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快讯

天然用料、塑造品牌成新茶饮两大标准

用美食开启璀璨节日

“随着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与

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新茶饮行

业必须全面升级自身的产品， 以匹

配消费者需求。”在近日由中国连锁

经营协会（CCFA）主办的“2020

中国全零售大会”上，喜茶高级副总

裁张海龙如是说道。 在 CCFA 新茶

饮委员会筹备工作组宣布成立的同

时，也对“新茶饮”提出两大标准：

“新茶饮，必须使用天然原材料打造

好的产品， 必须致力于塑造并传递

某种品牌文化。 满足这两个基本条

件，才是真正的‘新茶饮’。 ”

在喜茶看来，所谓“新茶饮”必

须使用天然原材料打造好的产品。8

年来喜茶对天然、 优质原料持续追

求和不断升级，张海龙举例介绍，如

今，以茶底而言，喜茶目前用作茶底

的各种茶叶，均来自于贵州、福建、

四川、台湾等优质茶叶产区。而在备

受喜爱的水果茶系列上， 为了呈现

当季的新鲜口感， 喜茶严格挑选并

使用来自最佳原产地的高等级新鲜

水果， 大名鼎鼎的多肉葡萄选用辽

宁、 浙江、 福建产区的优质巨峰葡

萄，手工剥出新鲜果肉制茶；水蜜桃

则根据季节与口感的差异， 选择来

自河北、山东、四川以及澳洲进口的

不同品种鲜果。

张海龙同时强调，茶饮是喜茶

的业务形式，从根本上说，喜茶一

直以来都致力于打造一个全球化

的品牌和符号。喜茶品牌文化中的

酷、追求灵感、追求设计感，也能够

与年轻人形成共鸣。 对于喜茶来

说，产品、门店、小程序、自媒体矩

阵等，所有能够与消费者接触的地

方，都是塑造品牌的场景，在这些

场景中创造并赋予内容，就是塑造

品牌的最好方式。

江苏盐城地处美丽的黄海之

滨，亭湖是盐城的主城区，也是全

国投资潜力“百强区”。 作为盐城

人口密集、 生产要素集中的区域，

近年来，亭湖高质量发展始终走在

苏北苏中前列。 近日，2020 中国·

亭湖（上海）产业招商投资说明会

在沪举行，现场共有包括上海恒盛

智谷恒科科技产业园等在内的 12

个项目成功签约。

据介绍，亭湖交通便捷，承启南

北、贯通东西的区位优势明显。南洋

国际机场每天有 60 多架次航班，直

通日韩及中国港台地区。通往北京、

西安等地的盐连、盐徐高铁已运行，

年底时速 350 公里的盐通高铁通

车后，亭湖将全面融入上海“一小

时经济圈”。 今年来，亭湖围绕优化

城市空间布局、增强城市承载能力，

全面加快开发进程，“3+3+3”产业

定位鲜明，打造“五新”主城的发展

目标明确， 开放发展的亭湖将以真

诚的态度、周到的服务，为各位前来

兴业的客商打造优质的投资环境。

上海新天地朗廷酒店一直以

来都是亲朋好友与家人共同欢聚

的理想选择。在感恩节与圣诞即将

来临之际，上海新天地朗廷酒店在

这不平凡的节日里为宾客奉上暖

心的节日好礼和佳肴美馔。从丰富

美味的节日大餐， 到创意十足、充

满仪式感的圣诞蛋糕制作，以无微

不至的细节传递生活中仪式感带

来的希望与温暖。

近日， 上海新天地朗廷酒店

邀请尊贵宾客于凯旋餐厅共同享

受温馨的节日氛围与缤纷美味。

对食材极其考究的厨师团队传承

节日习俗， 为贵宾烹制出正宗美

味的经典佳肴， 前菜以清香四溢

的香煎大西洋带子开启味蕾，佐

以香浓奶油南瓜汤配法式油封鸭

腿，柠檬雪葩、烤火鸡卷及白兰地

香草酱圣诞布丁， 搭配暖冬热红

酒等， 以美食美酒共启感恩节与

圣诞假期。

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于

2020MSC 可持续海鲜沙龙活动上

重磅发布 “MSC 可持续海鲜荟

集”小程序，消费者能够清晰地了

解包括捕捞源头、供应链生产与加

工企业等在内，所有中国市场上带

有 MSC 可持续标识的产品信息，

这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可持续

海产品智选方案。

打开小程序后，通过扫描带有

MSC 生态标识的海产品包装上的

条形码，即可了解到包括该产品商

品名、物种名、拉丁名等在内的商

品信息以及捕捞渔业等渔业信息，

与此同时， 该产品的营养成分、推

荐食谱也有所呈现。

由于疫情的影响， 中国的消费

者对于健康生活方式的诉求迅速提

升，如何吃得营养、健康成为消费者

们选择食材的重要标准。 作为一家

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非盈利

组织，MSC 可持续标准体系对渔业

的捕捞和供应链都有着严格的管理

要求。 目前全球已经超过 500 家获

得 MSC 认证或进入 MSC 项目的

渔业，为全球市场提供 45000 多个

带有 MSC 生态标识的海产品。

亭湖将融入上海“一小时经济圈”

提供便捷的可持续海产品智选方案

“HOME TO LUXURY”主

题活动连续四年举办，这一国内高

端生活方式派对已然成为上海恒

隆广场的独有名片，并且成为中国

高端消费人群的身份认同与深入

社交的重要场合。 商场也借此机会

为尊贵的顾客提供专属的至臻服

务，打造私密及与众不同的品质消

费体验。 活动当天，到场宾客还有

机会在别致的互动体验中赢取令

人称羡的神秘幸运大奖，消费可享

3 倍积分等臻享礼遇。 在即将开启

的“HOME TO LUXURY”盛装

派对中还有新生代神秘明星嘉宾

登场表演，中国顶级时尚博主现场

直播带领大家饱览品牌单品与现

场盛况，为本次潮流派对增添华光

溢彩。

作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奢侈品

地标，上海恒隆广场吸引了诸多全

球知名、拥有忠实拥趸的奢侈品牌

纷纷前来开设全国首店或中国乃

至亚洲旗舰店，并通过与别不同的

尊享服务，不断提升顾客粘性。 在

此次“HOME TO LUXURY”主

题活动中， 各类互动装置琳琅满

目， 更有好莱坞同款拍照打卡点

“Slow Motion”（慢动作） 的创

意巧思让宾客仿佛置身奥斯卡颁

奖典礼现场，还有众多高端奢侈品

品牌带来独家限量、首发和限定产

品以及至臻活动。 Balmain、Bot-

tega Veneta、Boucheron、Byre

do、Cartier、Celine、Chaumet、

Delvaux、Dior、Fred、Gucci、

Hublot、Jimmy Choo、La Perla、

Lalique、Loro Piana、Mikimo-

to、Moynat、Panerai、Po em、Ri-

mowa 、 Roger  Vivier 、 Shiatzy 

Chen、S.T.  Dupont、Van Cleef 

& Arpels、Versace 等国际知名奢

侈品品牌都将在活动期间推出恒隆

独家、 首发或限量产品。 同时，

Givenchy 、 Piaget 、 Pomellato 、

Yves Salomon 等诸多品牌亦为

宾客准备了多款臻选礼遇， 诚意满

满。 意大利高端跑车品牌法拉利

Ferrari 更首次与 “HOME TO 

LUXURY” 合作展出豪华跑车，让

宾客们一睹风采。

除 此 之 外 ， 包 括 Bulgari、

Chanel、Fendi、Giorgio Armani、

Gucci、Piaget、Tiffany & Co.等在

内的高端品牌更将带来精彩纷呈的

互动装置、品牌定制美食、拍照打卡

装置等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内容，让每

位受邀宾客都不虚此行，举座皆欢。

上海恒隆广场力求让每一位参

与“HOME TO LUXURY”主题

活动的宾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今

年，中国电音界的“新天王”、中国

最有前途的音乐代表人物之一

Chace 将空降派对现场，为所有来

宾呈现超凡表演。

今年只有 22 岁的 Chace 在童

年时期受家庭影响开始接触爵士

鼓，9 岁开始电脑音乐制作的他所涉

猎的风格包括 Acappella、House、

Moombahton （三种电音的风格）

等。 到他 15 岁时，他已经可以创作

出一流水平的英语歌曲， 吸引了欧

美有成就的艺术家的注意。

接着再经过近两年在欧洲的进

一步发展，在今年《乐队的夏天 2》

结束后， 他乐队 Mandarin 的话题

依旧居高不下，而主唱 Chace 也逐

渐走进了时尚界的视野。 从知名品

牌时装秀场的特邀音乐总监， 再到

与黄觉、 贾樟柯合作， 成为 Prada 

Mode 复古 Disco 派对的现场 DJ，

现在的他已经是中国时尚圈最受欢

迎的新星之一。

此次在上海恒隆广场的演出，

将是 Chace 首次在国内购物中心

进行表演， 他表示十分期待此次

“跨界”演出，并将尽全力为充满活

力与高端品味的上海恒隆广场宾客

带来耳目一新的音乐体验。 上海恒

隆广场深入了解新兴消费者客群，

此次于电音界“新天王”Chace 的

合作， 无疑将成为这场潮流派对的

高潮之秀。

节拍的律动与奢华之夜相互碰

撞，倒计时已经开启，上海恒隆广场

期待每一位到场宾客都能感受到与

别不同的高端生活方式体验。
（广告）

“HOME TO LUXURY”盛装派对即将燃爆魔都，
顶尖大牌打造时尚奢华之夜

时光飞逝，2020 年即将接近尾声，在这特殊的一年里，尽管面临

种种挑战，上海恒隆广场仍旧呈现亮眼成绩，逆势而上，商场零售额

与租金的强劲增长巩固了其在业内的领先地位。 作为每年各界时尚

达人耀目出席的城中盛事，“HOME TO LUXURY” 年度盛装派对

即将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举行，以回馈一直以来支持上海恒隆广场

的忠实顾客。

作为始终引领高端生活方式的中国时尚地标， 上海恒隆广场秉

承“以客为尊”的宗旨，将再度为顾客打造一场无与伦比的生活方式

盛筵。 派对现场不仅为宾客呈现衣鬓生香、华彩生辉的时尚庆典，近

90 个国际知名奢侈品品牌亦将呈现独家、首发、限量时尚单品及互

动活动， 丰富的互动体验和臻选礼遇将为你带来与别不同的尊享体

验，新生代人气歌手及中国顶尖时尚博主还将亲临现场，活动更邀请

到中国最有前途的音乐代表人物之一、 获邀在全球超大的电音节

Tomorrowland 主舞台演出的 Chace， 在活动当日为宾客呈献震撼音

乐演出。

梅龙镇快餐公司发源于中华老

字号梅龙镇酒家，拥有近 20 年团餐

运营经验， 现有供应早餐的门店有

近 20 家，70%是企业内部食堂供

应，如浦东机场第二员餐厅、虹桥机

场 T2 员工餐厅、华为上研所、漕河

泾开发区等。

新理想大厦白领餐厅是梅龙

镇快餐公司面向 C 端的“智慧、精

品”食堂重点项目，为大厦白领及

周边居民提供营养早餐及午餐餐

食。目前，梅龙镇快餐公司在巩固原

有早餐供应体系的基础上， 积极发

展早餐新业态、新模式。

白领餐厅具有用餐时间紧、节

奏快的特点，为实现“减少排队、快

速点餐”的功能，梅龙镇快餐公司

开通了线上 APP 点餐通道及现场

自助点餐机， 可以在线点餐后快速

取餐。同时，堂吃早点可以智能餐台

与芯片识别结算系统快速结算，该

系统拥有后台大数据分析功能，能

实时了解顾客的用餐习惯， 如用餐

时间、人均餐标、最受欢迎的菜等，

可根据用餐数据调整供餐方案。

凭借老字号品牌优势，目前，在

梅龙镇团餐的早餐中可以吃到原汁

原味的梅龙镇梅干菜包、 粽子、汤

团、八宝饭等。 未来，更多梅龙镇集

团旗下老字号的中西式经典产品将

引入到早餐中，如王家沙、绿杨村的

中式面点、凯司令的西点等。

探索早餐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