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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腾讯视频携DQ
打造主题冰淇淋店

近日，腾讯视频联合DQ推出
的“C'mon in ~音乐之旅”主题冰
淇淋店在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正
式开幕，标志着为期5个月的“腾
讯视频 X DQ 不负甜蜜好时光”
系列品牌合作活动的正式展开。
以此为起点，腾讯视频将通过DQ
的全国800+家店铺渠道，深度曝
光包括《陈奕迅C'mon in~音乐
之旅》、《王者出击》、《柒个我》等
大剧，而 DQ 将获得腾讯视频
2017年底热推的多部独家IP全
国合作提供机会。

据DQ负责人介绍，11月至
2018年3月，消费者至全国DQ门
店购买全新换红装的暴风雪产
品，扫码参加腾讯视频和DQ推出
的互动活动，即可获得由DQ和腾
讯视频VIP会员送出的总价值超
千万的优惠券好礼。

据了解，本次合作双方品牌
将大规模互换全国范围内线上线
下众多资源，置换总价值超千万，
双方品牌多渠道曝光频次超亿，
将有总计超500万枚的定制暴风
雪杯贴在活动期间发出，多家IP
主题冰淇淋店将陆续开幕。

青年报 姜卓

达达联合京东物流
推同城快件服务

最后一公里末端配送的低
效率一直是物流快递行业亟需解
决的痛点。近日，达达宣布联手
京东物流推出同城快件“4小时
达”等服务，提高同城配送业务的
时效和覆盖范围，满足更多不同
用户群体的不同需求，延伸服务
边界。

用户只要手机下单，15分钟
内就会有达达骑士上门揽件，发
到最近的京东物流网点，然后通
过京东物流快速的同城中转将其
快运到离收件方最近的另一个京
东物流网点，再由达达骑士取件
送到收件方手中，整个过程不超
过4个小时即可完成，保证了最
快的时效。

“达达拥有分布在全国370
个城市中的近400万名注册配送
员的运力池，在大数据和弹性奖
励机制的共同调配下，通过灵活、
高效的社会化运力帮助物流快递
行业提高了末端配送效率，为客
户和消费者提供了高品质的最后
一公里配送服务。”达达-京东到
家CEO蒯佳祺表示。

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指出，达达是京东物流
网络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商
业模式是对传统物流最后一公里
配送的多元化补充，双方的深度
协同将共同提高履约效率，为消
费者带来极致的用户体验。

青年报 王霞

青年报 王娟

近日，国内首家母婴会员
电商大V店携多款首发新书亮
相CCBF-上海国际童书展。会
场上，大V店“故事妈妈之家”的
独特展位造型以及故事妈妈们
带来的十几场绘本故事分享吸
引了大量参展者驻足，成为了
整个展会的一大亮点。据了
解，此次大V店展示了平台上热
销的精选童书以及多款独家绘
本，同时与国内外多家出版机
构达成了新的合作意向，将进
一步丰富大V店平台的图书种
类，惠及更多用户。此外，由大
V店与组委会共同组建的“亲子
阅读帮帮团”，先后为数千位观
展者提供的一对一贴心引导服

务也得到广泛的好评。
此次国际童书展上，大V店

展台上展出了多款独家绘本，
皆为大V店平台上销量排名靠
前的爆品，其中，《我的情绪小
怪兽》、《变形金刚》、《龙月》等
绘本，精巧的设置和有趣的情
节引得众多小朋友和家长驻足
翻阅。同时，大 V 店的展台以

“故事妈妈之家”为创意，搭建
了一个温馨有爱的家庭阅读空
间。小朋友们可以像在家里一
样，在展台上挑选喜欢的图书
并在“客厅”放松地阅读。

据了解，作为唯一一家参展
的母婴会员电商，大V店在亲子
阅读推广方面的尝试受到众多
业内人士的关注。为响应“全民
阅读”的号召，大V店近年来陆续

推出了“绘本节”、“亲子阅读
季”、“故事妈妈”等丰富的线下
活动，借助其遍布全国的城市合
伙人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亲
子阅读。同时，大V店以全国最
大规模的亲子阅读推广社群为
载体，开展阅读打卡等活动，培
养妈妈们的阅读习惯；M-read-
ing、故事小主等活动则是同出
版社合作，每周为妈妈们带来最
新的绘本故事，为她们开展绘本
讲读培训，让她们更好地讲给孩
子并分享给其他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
大V店不仅为妈妈们精选童书
绘本，还坚持提供优质的育儿
课程给遍布全国城乡的妈妈
们，并希望能够为提升儿童早
期教育水平提供帮助。三年

来，包括俞敏洪、杨澜、曹文轩
等数百位知名专家，通过妈妈
商学院为会员妈妈们提供了超
过1000期的免费课程，影响了
超过千万的家庭。

据悉，作为一种全新的尝
试，大V店在双十一期间试运营
的《小书库》项目也受到了极佳
的反馈。短短十一天内，就有超
过六位数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小
书库，他们将在未来一年的时间
里获得权威且丰富的阅读及课
程服务。对此，大V店创始人兼
CEO吴方华表示：“我们希望帮助
更多家庭建立小书库，养成阅读
的习惯，并通过与图书配套的课
程和活动为孩子们的早期教育
奠定基础，这是我们的初心，也
是我们坚定的方向。”

进口食品越来越受欢迎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
济结构加快调整，对优质、特色
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更加旺盛。
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中
国进口额同比增长22.3%，接近
同期出口额增速的两倍。未来
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
元的商品和服务。促进进口经
济增长，中国和世界都有强烈需
求，FHC China的举办无疑是一
个良好平台。

本次展会上，来自丹麦的丹
尼诗特色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
人气产品Danisa皇冠丹麦曲奇
再度亮相，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
足。据了解，本次是继 2015、
2016 年之后，Danisa 皇冠丹麦
曲奇连续第三年参展上海FHC
展会。对此，丹尼诗特色食品有
限公司CEO Erik表示：“皇冠曲
奇畅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中国一直是我们的重点市
场。目前皇冠曲奇的销量在中
国曲奇类产品中处于领先水平，
我们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扩
大我们的市场份额。FHC展会
作为中国知名的进口食品展，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希
望在宣传我们产品的同时，能和
中国消费者做进一步交流。”

除此之外，新西兰恒天然集
团也携旗下核心餐饮服务品牌

“安佳专业乳品专业伙伴”亮相，
推出2018全新配方产品，演绎
全新品牌主题“好生意，安心

‘佳’好料”。
据了解，恒天然此次在会场

内设置了90平方米的展台，除

了展示全系列安佳乳脂产品外，
更有诸如“黄油拌饭”、“拉丝馄
饨”等中西合璧的创意餐饮试
吃。此外，来自恒天然的专业大
厨还在现场制作精致西点，抢先
预报2018新配方产品的特色。

恒天然大中华区安佳专业
乳品部副总裁Richard Allen表
示：“在过去5年，中国餐饮服务
市场增长了30%。在这其中，我
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
更青睐东西方融合的本土化口
味，以及更天然和健康的原料。
所以，此次参展，我们重点推出
的便是安佳乳脂产品在高端西
食和茶饮渠道的创新应用，从而
打造中西合璧的餐饮新趋势。”

传统零售业加码进口食品
伴随着进口商品的大举涌

入，沪上的传统零售业也面临着
洗牌。以年轻客群为主的新零
售业态已经成为城市较高收入
群体购买生鲜商品、食品饮料的
主渠道。展会上，除了进口食品
供应商、代理商的“大军”，还不
乏这类零售企业前来参展，他们
的亮相是为了近距离与供应商
对接，开拓新的直采渠道。

绿地集团旗下G-Super绿
地全球商品直销中心，是近年来
异军突起的的精品超市业态运
营商，作为本届展会的主力展商
及 FHC 中国国际烹饪艺术比
赛的赞助商，其携带众多新品亮
相，囊括全球 30 个国家超过
250 种进口美食。

在 14 日的开馆仪式上，
G-Super 对外发布了 Norco 鲜
奶、白可乐、香格里拉尼西鸡及
藏香猪等 4 款超级新品。其
中，Norco 是澳洲具有百年历史

的乳品企业，绿地直采团队此次
从澳洲直接 引进了本土生产
的 100%纯鲜牛奶。产自日本
的白可乐是近期受到年轻消费
人群追捧的网红单品，此次 G-
Super 也成为可口可乐中国官
方唯一授权的线下首发渠道，该
款商品目前已在全国各门店上
架。尼西鸡和藏香猪是直采自
中国云南香格里拉的两款高原
特色农产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绿地成功助力“云品”出滇。

绿地商业集团总经理薛迎
杰表示：“随着消费的升级，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喜欢购买进口商
品。而进口商品价位比较高，还
因为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我
们依托母公司的全球供应链，握
有各大洲的直采渠道，帮助消费
者获得性价比高、安全可追溯的
进口食品。”

据介绍，目前，G-Super绿
地全球商品直销中心已进入国
内14座重点城市，开出37家门
店，预计到2018年 G-Super全
国门店数将达到100家，而为了
满足上海市民对于进口食品的
消费需求，今年年底或将在上海
临近社区500米左右的地方，开
出200平米的小店，预计规模为
50家-60家。

调查显示，目前上海市场
上，超过六成的消费者喜欢去大
卖场进口专柜购买进口食品，占
比61.6%；而连锁精品超市紧随
其后，占比达到59.5%；21.0%的
消费者喜欢前往百货店、大店购
买进口食品；选择小型进口折扣
店的仅占到15.2%。特别令人关
注的是，在产品丰富程度方面，
57.6%的消费者认为连锁精品超
市的进口商品丰富程度最高。

21届国际食品餐饮展在沪举办

进口食品愈发受消费者青睐
11月14日，第21届上海国际食品饮料及餐饮设备展览会（FHC China 2017）在上海举行。据

悉，作为在上海连续20年成功举办的老牌展会，FHC China已成为了中国进口食品市场的风向标。今
年其展会规模再创新高，展览面积达到85000平方米，吸引了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家企业参
展。 青年报 王娟

母婴电商大V店来沪推广“亲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