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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先锋日登陆
“夏练国度”

近日，阿迪达斯“夏练国度”
上海站在新天地正式开启，活动
现场被打造成富有创造力的新
概念运动场。阿迪达斯携旗下
六大核心运动品类足球、篮球、
跑步、训练、户外以及青少年全
面登陆沪上。阿迪达斯中国区
运动表现系列市场副总裁罗曼
赫表示：“阿迪达斯于行业内率
先打造这场盛大的创意运动平
台，旨在积极履行在中国推广运
动文化的使命。”

据了解，阿迪达斯今年加大
了对于青少年和儿童品类的投
入。7月9日，专为少年儿童打
造的“夏练国度”少年先锋日上
海场引发亲子家庭的参与热潮，
炎炎夏日中为孩子们创造独特
的运动体验。

阿迪达斯专注于发掘孩子
们的运动创造力，通过趣味的游
戏以及专业的课程设置给予孩
子们最酷炫、最好玩的运动体
验。根据不同年龄定制的足球、
篮球和训练课程充分满足每个
孩子的需求，多重的任务和障碍
设置在培养孩子们的团队合作
能力的同时，激发孩子们的想象
力，在球场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精彩时刻。此外，位于徐汇滨江
的阿迪达斯 RUN BASE 即将开
启，从7月15日起持续推出专
门针对青少年儿童的亲子跑步
项目。 青年报 沈旖旎

绿地在陕投建
“西北第一高”

7月6日，由绿地控股投建
的501米“西北第一高”中国国
际丝路中心项目，在陕西省西咸
新区沣东新城正式破土开建。
这是此前绿地控股与陕西省政
府签订千亿级战略合作协议后
落地的首个重大项目。

据了解，一系列规划布局和
体制机制调整，正不断为一批战
略区域及城市扩大发展空间和
格局。以此次项目所在的西咸
新区为例，今年1-5月，西咸新
区新增注册资本586.68亿元，同
比增长144%。其中，亿元以上
企业 169 个，同比增长 33.1%。
上个月结束的丝博会，西咸新区
签约项目总额1674亿元，产业
带动西咸新区进入快速发展
期。此次启建的中国国际丝路
中心项目位于大西安新轴线之
上，作为该发展轴线产业布局的
起手之作，被予以厚望。项目总
投资超400亿元，总建筑面积超
200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现
代化大西安新中心地标性建
筑。项目涵盖5A级写字楼、国
际会议中心、五星级酒店、商务
酒店、服务式公寓、高端国际百
货、商业街、中高端住宅等多种
业态。其中501米的超高层建
筑，建成后将成为“西北第一高
楼”和丝路沿线最具影响力的地
标建筑之一。

青年报 王娟

“AR寻宝”带热实体商业
不久前，飞凡狂逛节上的

“AR寻宝”一上线即吸引大量人
潮。在宝山万达广场开启“AR
寻宝”活动的第一天，客流量相
比往常有了明显的增长，现场
挤满了前来“寻宝”的顾客。有
情侣结伴而来的、有一家人带
着小孩一起玩的、有中老年人
结伴参与的。人们兴致勃勃地
拿着手机在广场内各种扫描搜
寻，不少用户逛遍了整个广场，
只为集齐全部的9只宠物。

“AR寻宝”打造线下购物轻
社交平台，为商户提供更符合
消费者喜好的营销推广平台。
未来商户可以在AR后台定制自
己品牌的专属宠物，并在宠物
身上附加消费服务信息，将虚
拟宠物变身“红包”等福利，让
消费者在互动游戏中收获更多
优惠。飞凡商业联盟表示，希
望借助科技手段让营销方式变
得更有趣，更符合消费者的喜
好，体验真实且有趣的互动。
可以预见，在未来随着科技的
发展，更多新颖的线下购物方
式将不断涌现，让消费者能真
正享受到购物的乐趣。

这场大范围实体商家同时
启用“AR寻宝”的活动，是飞凡
首次将AR技术规模化的应用在
购物场景中。开发飞凡AR技术
的万达网络科技集团是本次商
业年会的主办方之一，集团副
总裁徐辉表示，2017上海国际
商业年会将是中国“实体商业+
互联网”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同时也是全开放、社会化、
行业化的商业年会。

据了解，今年参展品牌增加
到了15000多个品牌，设展品牌
占到了 600 个，包括了服装服
饰、儿童、生活、餐饮美食，以及
MAPIC的国际品牌。总展出规模
将达到7.2万平方米，较上届翻

番。参展项目、品牌也将有大幅
提升。其中最大的亮点在科技
板块，将全方位向各位展示实体
商业当中，包括最基础的智能硬
件管理的物联网技术，同时展示
智慧停车、智慧餐饮等。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张
丽君表示，上海国际商业年会
将成为一个全新的开放平台，
不仅可以零距离接触到众多希
望拓展中国市场的国际品牌，
更可以找到先进的“实体商业+
互联网智慧”的商业解决方案，
包括与全产业链服务供应商的
跨界联合。

未来借助科技手段商家将
可以采集更加详细的消费者行
为数据，根据消费者对品牌的
喜好程度和营销转化率，进行
更科学的用户信息管理，便于
提高获客率。众多“黑科技”将
带来最先进的数字商业技术，
以生动、喜闻乐见、互动的方
式，来诠释数字商业如何融合
实体商业。让实体商业进行升
级转型，实现真正的消费升级。

“饮食教育”增加关联性购物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商业

零售地产峰会——MAPIC 今年
不但参与了主办工作，同时也
积极设展，将尚未进入国内的
国际品牌引入中国，旨在建立
更广泛的国际化合作。

去年，MAPIC主展的国际品
牌方中除了有消费者熟知的奢
侈品牌爱马仕，体验型意大利
超市Eataly也颇受瞩目。据了
解，这家获得了世界零售业大
会·年度最佳零售创新大奖的

“超市餐厅”有意进军中国。在
未来，Eataly 可能想和快餐界
巨头麦当劳竞争，希望把“慢食
文化”引入到中国市场。

当习惯于大都市快节奏生
活的人们早已依赖于速食文
化，而忘记了生活本该有的优

雅和从容时。推崇传统美食、
提倡精心种植食材、精致烹饪
和静心享用美食的慢食主义
（Slow Food）在西方应运而生，
这一美食运动催生了Eataly这
一新兴的餐饮模式。

Eataly 在品牌诞生之时，
就将店开成一个集传统方式种
植、生产食材和饮品的小农场
和小作坊于一体的超市。在选
择商品时，它宁可舍弃市面上
常见的品牌，也要选择当季、本
地以及个性化的商品。通过独
特的用户体验，社交媒体互动
和精致的食物打动了所有大城
市的消费者。对于Eataly的创
始人奥斯卡·法利来说，开超市
就要有开超市的样子，开餐厅
也要有做美食的样子。他将
Eataly 定位成一个“慢食超市
餐厅”，进店后，你会发现这里
不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食材，
而且旁边还有厨师、餐桌和服
务生。

除此之外，还为顾客设置书
吧、电视、咖啡区域。“饮食教育”
也是Eataly 品牌营销的定位，

并和“慢食超市餐厅”的经营定
位进行结合。Eataly的每个营
业区经常针对不同年龄层，开
办各类烹饪课、品尝课。比如，
意大利的传统烹饪课程，葡萄
酒的品鉴及存放课程，小学生
的食材的历史、特性、烹饪方法
课程等。

如今实体商业同质化，增
加消费者体验感成了获得流
量、存留流量的必备手段，商业
综合体这样，超市也同样。

近两年，这股“店中店”潮
流，开始在本土的零售超市刮
了起来。永辉超市的餐饮自营
品牌“鲑鱼工坊”是一家三文鱼
体验店，以日料的形式加工食
材，主打三文鱼，也有汤、赤身、
寿司、烤物、锅物等，餐桌有四人
桌和两人桌甚至包间，为顾客提
供餐厅的堂食、外卖等服务。永
辉超市希望通过“食材销售+餐
饮体验”的模式，进而提升超市
附加值。超市内搭配餐饮很可
能会成为超市升级的普遍思路，
在超市里吃饭，也将成为一种新
的生活方式和潮流。

上海国际商业年会探讨“新零售”
■资讯

近日，2017上海国际商业年会推介会在沪举行。由飞凡商业联盟品牌商、代理商、产业链合作方
代表与政府部门协会代表等共同参与。今年的国际商业年会邀请了国内外100多家科技企业参展，包
括IBM等全球科技巨头。不仅为实体商业提供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还为整个商业生态链上的各
种供应商和服务机构，寻找到实体商业+互联网的全套解决方案。 青年报 沈旖旎

青年报 王娟

7月8日，茅台法国海玛酒
庄宣布，新产品露黛尼干红和
干白葡萄酒等即将上市。据了
解，2013年茅台集团成功收购
了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中级明
星酒庄——海玛酒庄，是积极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宏伟战略
的举措，在酒类产品的酿造、经
营上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茅
台作为国家品牌，收购法国海
玛酒庄，是积极的“走出去”和

“引进来”的重要步伐，也是茅
台集团国际化布局的一个重要
举措。

茅台海马公司副总经理蔡
小浪表示：“目前海玛酒庄的产

品主要是通过茅台自营店系
统，以及贵州和江浙户地区的
经销商，电商和团购客户等进
行销售，酒庄的红酒由 200~
3000元不等，新品定价在200元
左右，主要针对中端市场。茅
台进口葡萄酒目前处于刚刚起
步阶段，会加大力度做一些品
牌的推广工作，海玛酒庄的葡
萄酒产品的的品质是非常好
的，我们也有信心和能力将它
带给更多的国内消费者。”

据贵州茅台集团昌黎葡萄
酒业有限公司披露的“茅台葡
萄酒公司2017年1～5月经济
运行情况”报告显示，今年1～5
月份，茅台葡萄酒公司实现含
税销售收入5204万元，完成年

度预算销售收入的26%，较去年
同期增长1389万元，同比增长
36%。

上海茅台海马公司产品部
经理介绍，海玛酒庄位于法国
波尔多梅多克法定产区，是波
尔多梅多克地区最古老的酒庄
之一，也是当地非常有名气的
旅游古堡，年产量20万瓶。

据悉，五粮液、洋河等早先
为寻求新的增长点，也都已涉
足葡萄酒市场。对于这一趋
势，有专家表示，在多元化战略
之下，多家中国白酒酒企的葡
萄酒业务要想取得长足的发
展，必须打破“渠道共享”这一
模式，结合葡萄酒市场的运作
特点进行开拓。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白酒
和红酒的产品属性虽然相同，
但两者从生产到酿造、从销售
到消费、从传播到推广都有着
不小的差异，企业对应的运作
模式、企业资源配置及运作策
略都应有所不同。

茅台法国海玛酒庄发布新品布局多元化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