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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任磊磊

糕点连锁店里
充值送月饼

“现在月饼真是不好卖了，
充值都送月饼。”在济南北坦明
湖广场一家糕点连锁店里，一
位手提月饼的顾客这样告诉记
者。这家店推出了充值送月饼
的活动。充三百元就能获得一
盒99元的月饼，充得多送的月
饼价值也高。

在这家糕点连锁店里，记
者看到一盒月饼的价格从99元
到198元不等，而月饼的数量却
不少，有6到11个。单个月饼在
10元左右。而在散装月饼区，散
装月饼基本上都在10元/块以
内，每块三四元的月饼很多。

“今年月饼确实便宜。”据店
内一名销售人员介绍，今年月饼
定价普遍比较亲民，超过一半以
上的产品价格都是亲民价。而往
年，中高端月饼比较多一些。

充值送月饼的不在少数。
在万达豪景苑附近另一家连锁
品牌糕点店里，同样有充值送
月饼的活动。店内海报显示，这
里充600元就能免费送一盒169
元的月饼。

而超市里的月饼价格战打
得更激烈。在历下大润发超市
里，月饼刚一上市，商家就推出
了买一送一的活动。

价格回归理性符合消费
者对月饼的消费趋势。据良
品铺子大数据统计，消费者
希望的价格区间在 3 . 5元 -
5 . 5元，5 . 5元-7 . 5元之间，占
比超过77%，礼盒80-120元，
120元-160元两个区间占比
超过72%。

另外，记者调查发现，今年
卖得最贵的月饼竟然是星巴
克，价位分别是338元（6个）、
448元（8个）、598元（11个），合
50多块钱一个。

纸价上涨也成为
月饼成本上涨的因素

月饼一向属于毛利较高的
领域。近期，各大上市食品公司
陆续公布了财报，其中显示月
饼的毛利率普遍在60%以上。
比如，广州酒家年报显示，月饼

系列产品2017年实现毛利率为
6 1 . 5 2 % ，2 0 1 6 年 更 高 为
61 . 96%。元祖股份年报显示，
月饼礼盒产品2017年实现毛利
率 为 6 7 . 8 3 % ，2 0 1 6 年 为
63 . 50%。麦趣尔称，月饼品类
的综合毛利率为66 . 20%。

“今年毛利率肯定没那么
高了。”纯八度老板张训国表示。

张训国表示，今年他们的
总体成本涨幅在10%左右。但
是价格基本上与去年持平，利
润空间被压缩。他分析说，往年
月饼之所以很暴利，是因为很
多人用来送礼，所以不管月饼
好不好吃，只要加上考究的包
装身价就倍增。而且月饼是风
险较大的产品，尤其在北方，中
秋一过就卖不出去了，所以商
家只有提高利润空间才能尽快
回本，解除风险。

月饼行业趋势报告中显
示，今年人工、原材料、物流等
成本上升。比如月饼配料的坚
果。一家连锁品牌店负责人小
新表示，今年受进口方面的影
响，坚果的进价比去年涨了5-
10个点。记者从荣氏栗子方面
了解到，7月份坚果价格就涨了
不少：涨价比较多的老顽童开
心果，平均一斤涨了6 . 3元，巴
旦木一斤涨了6 . 7元，极致大
白开心果一斤涨了2 . 1元。

以五仁月饼为例，如果部
分坚果价格上涨，商家可能会
用其他原料替代。

纸价上涨也成为月饼成本
上涨的因素。某月饼厂家负责人
表示，虽然肉和大米的采购价格
在走低，但包材成本今年上升
10%至15%。“现在很少能看到过
度包装的月饼了，由于上游纸张
涨价，包装成本占到月饼总价的
5%-6%，所以，仅仅从单包材的
成本看来，这一因素也会让企业
每年增加不少开支。”

星级酒店的月饼
不好卖了

多家月饼品牌负责人介绍
说，今年的大单采购情况很不
理想，千盒大单几乎绝迹。

济南一大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少杰告诉记者，今年月饼
销量比往年有所下降。去年他们
还曾接到过多个千盒以上的大
单，订单量较大的单位，一次采

购了4000多盒。可是今年这样的
单子一个都没有。“今年三四百
盒的单子已经算大单了，还有几
十盒的单子，这些单子加起来也
就几十单，比往年少一些。”

小新也告诉记者，今年他们
公司也没有接到千盒以上的大
单，最大的单子也就是三四百盒。

“我们今年销量下滑比较
明显，除了本身一些客观原因
外，最主要的就是今年商家大
打价格战，而我们利润空间比
较小，优惠力度不高，很多大客
户觉得吸引力不够。”

往年一到中秋，月饼就成
了星级酒店盈利的法宝。不过，
今年消费者对月饼的消费预期
价格普遍较低，星级酒店的月
饼也不畅销了。

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利
润越来越薄，今年已经有酒店
不再定制月饼了。泺源大街一
家星级酒店工作人员就表示，
今年该酒店并没有定制月饼，
但大堂有部分展销的产品。而
另外一家酒店也只有一款78元
的月饼，产品非常单调。

有社交属性的月饼
受到年轻人追捧

而在消费市场上，更多符合
大众口味和具备网红气质、社交
属性的月饼受到年轻人追捧。

比如，良品铺子推出了一
款自带社交属性CP月饼。双色
拼接，8种口味，两两配成一对
成心形或圆形，以“大网红&小
黑粉”“傻白甜&小鲜肉”等时
下热词，有趣的造型，更对胃口
的新口味，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在天猫旗舰店一上线就预订近
千件。

报告也指出，今年流心奶
黄、榴莲等特殊口味为广大民
众所接受和追捧，广式月饼的
占比有所上升，传统产品、传统
口味仍是主流，而具有地域特
色、中西结合的月饼品种也将
大量面世并成为消费的新热
点。

“这几年，随着八项规定出
台后送礼之风受到遏制，月饼
的食品属性回归，礼品属性褪
色。”中国食品研究专家朱丹蓬
表示，月饼本身就是中国的传
统美食，让月饼回归本质才是
理性的消费观念。

月饼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送的，今年价格挺实在

刚刚上上市市就就五五折折，，三三四四元元的的很很常常见见

在济南一家大型超市里，月饼刚一上市，商家就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

中秋临近，月饼开始坐上热卖席，曾经月饼也是暴利单品，不过，记者采访发现，今年10元/块以下的月饼遍地都是，且有商家推出充值送月饼，
刚上市就打五折等促销手段。根据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发布了“2018年中国月饼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显示，月饼产品已经基本回归传统食品
和文化载体的自然属性，主销售期启动晚、销售期短，由于人工、原材料、物流等成本上升，月饼利润增长空间不会很很大。

情报站晒中秋节祝福，可赢取月饼礼盒

你你来来送送祝祝福福，，我我们们送送团团圆圆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
（记者 王建伟） 中秋佳节
马上就到了。平常时日，我们
或许是由于过于忙碌，或许是
由于不善表达，羞涩于当着父
母和爱人的面表达爱意，曾经
亲密无间的发小、同学、战友
甚至渐渐失去了联系。现在我
们为您提供平台，帮您把爱大
声说出来。即日起，本报推出

“你送祝福 我送团圆”活动，
只要你登录齐鲁壹点客户端
情报站，晒出你对亲友的祝
福，就有机会赢得我们联合牛
基安全食品为您提供的月饼
礼盒一份。

活动参与方式为：登录齐
鲁壹点情报站，编辑#你送祝福

我送团圆#，然后写出你的祝
福语。你可以把祝福送给自己
的爱人、父母、孩子、亲戚朋友，
也可以送给在你成长的道路上
给予你谆谆教诲的老师，给你
提供帮助的好心人，多年不见
的发小、同学或战友，或者是其
他任何你想祝福的人。

如果你想见到这些多年
未见的发小、同学或战友，也
可以通过情报站联系我们，我
们将对其中感人的故事进行
深入采访，并在报纸和齐鲁壹
点客户端上进一步报道，帮你
实现团圆梦。

此次活动将截止到9月21
日。活动期间，我们将从情报
站中评选出部分最为感人的
祝福语，为这些参与者送出由
本报联合牛基安全食品提供
的月饼礼盒一份。

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还
在等什么？快来齐鲁壹点情报
站晒出你的祝福吧！

为为留留守守儿儿童童献献爱爱心心
““益益””起起过过中中秋秋
如果您身边有留守儿童，欢迎报名参加

本报济南9月17日讯（记
者 王倩） 中秋节临近，齐
鲁晚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发起的“益”起过中秋—
2018留守儿童关爱活动也从
上周起正式启动，“众星捧月”
公益互动小游戏自从发布之
后，很多爱心人士参与其中，
为留守儿童募集爱心基金。中
秋节前，本报将联合爱心人士
一起，到留守儿童学校、家中，
为他们送去爱心大礼包，同
时，我们也会邀请部分留守儿
童来到泉城济南，到父母打工
的城市看一看。

从上周开始，爱心公益人
士“兵妈妈”齐亚珍特别忙碌，
她一有时间就会拿起手机，开
始在“众星捧月”的公益互动
小游戏中收集月饼。自从了解
了这个小游戏的公益意义之
后，她还发动身边的老人和大
学生志愿者一起参与进来，让
大家为留守儿童奉献爱心。齐
鲁志愿者张秀华也连续几天
在朋友圈转发“众星捧月”游
戏的成绩，同时她还发动齐鲁
志愿者都参与到募集爱心款
的活动中。

“众心捧月”的公益互动
小游戏是本次“益”起过中秋
活动特别推出的，您只需要拖
动玉兔，收集下落的月饼，每
收集1个月饼，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就替您捐出一元公益
金，筹款目标5万元。同时，大
家在游戏中还可以收集笑脸

月饼，只要回答笑脸月饼所对
应的问题，就可以获得5分的
积分。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里，

“众星捧月”公益互动小游戏
已经成为大家每天都要分享
的内容。截至17日下午，我们
已经募集到“益”起过中秋活
动的专项爱心款近4万元。

本周，齐鲁晚报将联合爱
心人士一起走进留守儿童集
中的学校和农村，走到他们身
边，为他们送去温暖陪伴和中
秋节礼物。同时，中秋节前，齐
鲁晚报也将邀请部分留守儿
童来到泉城济南，到爸爸妈妈
打工的城市看一看，与父母团
聚过中秋。如果您在济南打
工，想与孩子在济南相聚，如
果您身边有类似留守儿童，您
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在选择
之后，为孩子们送上这个中秋
节最特别的祝福。同时，如果
您是爱心企业或者个人，希望
为留守儿童奉献爱心，也可以
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用爱心
温暖孩子幼小的心灵，让他们
感受到世间最温暖的力量。当
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众星捧月”小游戏，收集月
饼，为留守儿童募集爱心款。

活动征集时间截止到21
日，报名方式：登录齐鲁壹点
情报站，编辑＃益起过中秋＃
来 报 名 。也 可 以 拨 打
18678886220电话报名。我们期
待与您爱心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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