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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网红餐厅排队抢位
子， “黄牛” 大打出手； 网红奶
茶 店 专 门 提 供 给 孕 妇 的 排 队
绿色通道， 因为人太多不得不关
闭……

每每看到这样的 “新闻 ” ，
看到那些 “活” 在朋友圈里的网
红店 ， 看到网红店外长长的队
伍， 你是不是信以为真， 甚至耳
红眼热、 蠢蠢欲动， 也想小试身
手开一家？ 记者调查后， 为你打
造了一份网红店炮制 “秘辛”。

前期准备：
论网红店的自我修养

通过网络营销形成刷屏之
势， 再将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门
店消费的顾客， 在特大城市里，
网红店吸引了大量人气， 其门外
的长龙俨然已经是不少商圈里的
一景。

网红店为何如此红？ 噱头不
外乎有特色、 抓痛点、 搞情调。

你的食品必须特色鲜明。 奶
茶店喜茶宣称自己采用现泡的高
档茶叶和高品质的牛奶、 面包店
Ｆａｒｉｎｅ的卖点是法国原装面粉烘
焙的面包 、 小清新茶餐厅一笼
“小确幸” 主打创新的粤菜和点
心……这些网红店的食品往往满
足了都市新新人类对餐饮创新、
健康、 有格调的消费升级需求。

你的卖点必须切中年轻人的
痛点。喜茶在上海爆红之后，有商
家反其道而行之，推出了“丧茶”，
主打都市青年的“小确丧”，以吸
引前来猎奇的年轻人。

当然， 你的店必须有情调 。
食物口味不必有多惊人， 但店面
的装修、 食物的摆盘和造型， 甚
至店里的宠物、 玩偶乃至音乐，
必须有情调。 只有这样， 消费者
拍的照片、 录的像晒在朋友圈里
才会被点赞。

操作流程：
一个网红三个帮

网红店走红的套路其实颇为
相似 ， 搞懂自媒体吹捧 、 “黄
牛” 捧场、 饥饿营销就够了。

店铺开张前， 选择一些知名
的生活方式类和美食类微信公众
号或微博账号进行宣传。 这些公
众号撰写的软文， 会给你的店贴
上 “流行 ” “当红 ” “优质 ”
“火爆” 等标签， 让读者产生具
有超高口碑的印象。

开业初期， 雇佣些 “黄牛 ”
来 “帮个人场”。 “黄牛” 的加
入 ， 会让队排得更长 ， 营造出
“产品非常抢手” 的形象， 出于
从众心理或好奇心， 很多没接触
过你的店的顾客就会加入排队的
行列， 从而进一步助推社交媒体

上热点的形成。
饥饿营销一旦转变为消费热

点， 网店就红了。
需要提醒的是 ， 跑腿类 ａｐｐ

会在你的店红了之后， “收割”
走一部分不愿意排队但又有好奇
心理的顾客。 在网红蛋糕店Ｌａｄｙ
Ｍ的上海店现场 ， 一位跑腿 ａｐｐ
的代购员告诉记者， 代购的到手
价格由商品费、 排队费和跑腿费
三部分组成， 排队费为从代购开
始排队直到买到蛋糕， 期间每分
钟０．５元， 跑腿费为每公里４．６元
左右。 这样， 原价平均７５元一块
的蛋糕到了 “黄牛” 和代购手里
就变成了２００元左右， 溢价之大
令人咋舌。

要有心理准备的还有 “店红
是非多”， 因为红火的人气带来
的不全是好消息 。 喜茶因过多
“黄牛”、 代购排队而饱受诟病；
Ｌａｄｙ Ｍ上海店开业没几天就因
排队人数过多， 有 “黄牛” 抢位
打架等问题， 引发警方关注， 被
要求停业疏散人群。

维护与升级：
网红欲长红， 必练此功

以新奇的年轻化元素快速聚
集人气的网红店，能红得长久吗？

今年春天登陆上海后一度排
队时间超过３小时的喜茶已经“降

温”，在来福士广场，记者发现，其
上海首店的排队时间已经变为２０
分钟左右。 Ｌａｄｙ Ｍ的热度变化
更明显， 相较于开业首周排队时
间长达７小时，开业１个月后，排队
时间锐减到不足１小时。

网红店 “崩坏” 的不仅是热
度， 还有品质。 今年夏天， 一笼
“小确幸” 中央厨房违规加工一
款名为 “拿破仑” 的点心， 加工
过程中受到沙门氏菌污染， 导致
７１ 人 食 物 中 毒 。 在 这 之 前 ，
Ｆａｒｉｎｅ也因使用过期面粉而被监
管部门关停。

知名美食公众号 “吃啥” 的
创始人房媛媛说， “热得快冷得
也快” 的网红店业态不利于餐
饮业的良性发展 ， 真正好的品
牌应该是细水长流， 而不是推手
炒作。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沈
国麟指出， 网红店是互联网经
济 下 的 一 种 新 营 销 模 式 ， 其
“保鲜期” 非常短， 对消费者的
吸引力更多是 “图个新鲜”， 复
购率低， 想要长红， 需要的是真
实的口碑和忠实的顾客群。 想要
做长红的 “百年老字号”， 店家
就要苦练内功， 在 “看不到的地
方” 下功夫， 而不仅仅是外表上
过度包装。

据新华社

刚需购房者权益如何保障？
近来 ， 网上流传一句顺口

溜： “全款买房的往里走， 按揭
的不要堵门口， 公积金贷款的请
把共享单车挪一挪。” “新华视
点” 记者在多地的热门楼盘调查
发现， 一些开发商只接受全款买
房， 拒绝公积金贷款甚至商贷。
这种现象受到关注， 多地近期出
台相关政策保护购房者权益。

有热点城市楼盘只接受
全款购房拒绝公积金贷款

记者近日在广东、 福建等地
调查发现， 一些开发商拒绝公积
金贷款。

在福州， 记者走访了融侨方
圆等８家楼盘， 有６家拒绝公积金
贷款。 如即将开售的、 每平方米
售价３万元的阳光城·檀府， 销售
人员明确表示只卖给全额付款客
户， 公积金贷款甚至商贷按揭客
户都 “机会不大”。

福州的刘先生向记者坦承 ，
本打算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 最
终被迫 “东借西凑” 凑了五成首
付、 且找了内部关系才商业贷款
买到 “阳光城·丽景湾”。 “没有
内部关系根本无法认筹， 想公积
金贷款更是奢望。”

一位陈姓置业顾问确认了刘
先生的说法 ： “只接受商业贷
款， 首付至少要五成， 选房后三
天内必须交齐。”

在广州、 深圳等热点城市 ，
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或要求全
款购房也屡见不鲜。 记者走访广
州的明星板块———广纸区域发
现， 区域内的楼盘基本拒绝公积

金贷款。
深圳的一些高端楼盘更开始

走 “封闭式” 路线， 客户看房必
须提前预约， 即必须登记、 复印
身份证， 在指定的银行卡内存足
钱款， 等楼盘发出参观邀请才能
实地看盘。

“我们项目不仅拒绝公积金
贷款， 还必须一次性付款。 现在
客户这么多， 要好好筛选。” 临
近深圳的惠州江北西区某楼盘，
在针对全部意向客户做了调查之
后， 直接选取了２００个全款支付
的客户入场交易。

开发商为何 “嫌弃” 公
积金按揭贷款？

记者采访发现， 开发商之所
以 拒 绝 按 揭 贷 款 ， 主 要 原 因
有二：

首先， 公积金贷款资金回笼
慢。 “住房公积金贷款流程较为
复杂， 放款周期比较长。” 多位
楼盘营销负责人透露， 对于开发
商来说， 回款率是其考核的刚性
指标 。 急需回笼周转资 金 的 开
发 商 认 为 公 积 金 贷 款 流 程 繁
琐 、 回款太慢， 更愿意购房者付
全款或使用商业贷款， 以尽快回
笼资金。

记者采访各地公积金管理部
门发现， 一般放款时间在１．５－３
个月 。 但季末 、 年底受额度所
限， 或者各地审批的原因， 则放
款速度更慢一些。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旭锋表示， 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
款， 主要原因是程序较为复杂，

放款时间长、 提成少。
其次， 新房销售量少， 开发

商为资金快速回笼， 首先选择支
付全款的客户。

中原地产研究数据显示， １０
月份， 上海仅有１个新项目入市，
创历史新低。 “一线城市楼市全
款买房的客户比例预计只有２０％
左右， 但开发商在供不应求的情
况下， 肯定优先选择全款客户。”
上海一家房企负责人表示。

上海市住建部门负责人认
为， 对于有条件获取公积金贷款
的用户来说， 各地公积金管理部
门是支持的， 但在实际操作中决
定权被转到了开发商手上， 尤其
在货源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多地出手遏制拒绝公积
金现象， 业内人士建议提高
相关审批效率

上海华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丁兴峰律师说， 全款优先等于限
制了购房人平等选房、 购房的权
利， 拒绝公积金贷款则直接违反
相关法规。 “房子是特殊商品，
属于民生保障范畴， 地方政府宜
通过适当的行政手段， 保障所有
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早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住建部联
合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
布 《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业务的通知》， 其中第七
条明确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
不得拒绝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
金贷款购房。”

据悉， 针对拒绝公积金贷款
的情况， 多地近期已经出台相关

政策， 纠正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
阻挠和拒绝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的行为。

武汉市房管局９月２３日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管
理规范销售行为的通知》， 开发
商不得区别对待全款和贷款购
房， 不得拒绝公积金贷款购房。
违反规定的开发商， 将面临暂停
项目网上签约和预售资金监管账
户资金拨付等严厉处罚。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
日下发文件， 要求房地产开发企
业预售或者现售商品房时， 不得
阻挠或者拒绝购房人选择住房公
积金贷款。 若开发商违反规定，
则处以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
款， 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暂停
其新项目的建设开发审批手续。

此外， 长沙查处１１家拒绝公
积金贷款的楼盘 ； 成都近日规
定， 已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
项目， 房地产开发单位应当在取
得预售许可证之日起３０日内向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住房公积
金贷款项目合作申请， 建立贷款
合作关系； 对于选择住房公积金
贷款购房的购房人， 不得拒绝其
购房， 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限
制条件或附加条件。

宜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建
议， 各地公积金管理部门应进
一步提高公积金贷款的审批效
率 ， 尤 其 要 尽 快 满 足 首 次 购
房 、 首次使用公积金群体的贷款
需求， 引导开发商平等对待购房
者， 保障住房公积金真正惠及刚
需群体。

据新华社

几分噱头 几分套路
———网红店炮制 “秘辛”

新华社电 近日 ， 广东省委
印发了 《关于防止干部 “带病提
拔” 的实施意见》， 要求各地结
合实际， 突出问题导向， 创新举
措构建齐抓共管大格局。

《实施意见 》强调 ，认真执行
廉政意见双签字制度。 党委 （党
组） 在向上级党组织推荐报送拟
提拔或进一步使用的人选时，要
认真负责地对人选廉洁自律情况
提出结论性意见， 实行党委 （党
组）书记、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
在意见上签字制度。 提拔或进一
步使用本级管理职位人选时，应
由分管领导班子成员、 纪检组组
长（机关纪委书记）在人选廉洁自
律情况结论性意见上签字。

此外， 还制定了 《防止干部
“带病提拔” 工作责任清单》 作
为附件， 明确了党委 （党组） 书
记等六类主体的工作责任。

广东出台文件
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新华社电 记者从太原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 该中心
日前在全市范围内开通组合贷款
业务， 太原居民在购房时可办理
“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 ”
的组合贷款。

据介绍， 组合贷款是指缴存
职工在购买自住住房自筹资金不
足时， 由公积金中心运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 商业银行运用信贷资
金向同一借款申请人同时发放的
用于购买同一套自住住房的个人
住房贷款。

购房时办理组合贷款可以降
低购房人的贷款成本， 减轻职工
负担。 根据测算， 按照最低额度
在组合贷款中组合３０万元的公积
金贷款， 贷款期限３０年计算， 可
以比全额办理商业贷款节省利息
支出１２．６５万元。

太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太原市购买
自住住房的缴存职工， 可以持网
签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 首付款收
据、 预售证复印件及夫妻双方的身
份证、 户口本和结婚证在公积金
中心各分理处申请组合贷款。

新华社电 记者从哈尔滨市纪
检监察部门了解到， 哈尔滨市纪
委监察局近日公开通报了党员干
部及工作人员为非法营运出租车
充当 “保护伞” 问题查处情况，
严肃查处、 问责了１２９名党员干
部及工作人员。

通报指出， 长期以来， 哈尔
滨市一些非法营运人员， 在个别
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纵容和 “保
护” 下， 进行非法营运活动， 侵
害了合法经营者权益， 扰乱了出
租车市场秩序 ， 破坏了发展环
境， 影响了社会稳定。 对此， 群
众反映强烈。

哈尔滨市成立调查组， 清查
营转非下线出租车、 报废车１．６８
万辆， 查扣非法营运出租车２１４
辆， 打掉 “黑车” 团伙７个， 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１７６人、 “两规”
措施２人， 对１７４辆非法营运出租
车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依法
整治规范了全市出租车市场秩
序， 同时严肃查处了１２９名党员
干部及工作人员为非法营运出租
车充当 “保护伞” 问题。

太原市全面开通
个人住房组合贷款

哈尔滨查处非法营运
出租车“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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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公积金贷款买房遭“嫌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