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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推出文创产品

IP加持 今年的月饼一口一个故事
本 报 讯（记者 张 鑫）临近中秋，
月饼又成了当下绕不开的话题。 比起
往年的甜鲜之争、 声讨五仁月饼等，
今年的月饼话题可以说是“高端大气
上档次”——
—联手大 IP。 似乎当下的
月饼界要是自己的产品没跟大 IP 沾
个边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

搭车 IP 创造营销话题
还有不到十天就是中秋，要是哪
个企业现在才想起来宣传自己的月
饼，估计会被同行和消费者笑话。 但
是，就是有这么一家企业硬是把笑话
变成了话题。 9 月 14 日晚上 8 点，娃
哈哈天猫旗舰店将开抢 AD 钙奶月
饼， 限量 1500 份。 消息迅速点燃了
80 后的怀旧回忆，虽然娃哈哈坦言这
只是跨界活动，但是记者发现，今年
靠自己或其他知名 IP 形象玩起来的
厂家可不止娃哈哈一家。
奥利奥今年就在天猫卖起了从
月饼长相到外包装都很像奥利奥饼
干的月饼；零售品牌三只松鼠也有其
卡通形象的月饼推出；喜茶也推出了
自己绘本画风的月饼产品。 不仅如
此，就连一些老牌月饼企业也搭上这
个 IP 营销的潮流。

故宫出手 网友直呼
“
看不够”
而在文化营销上最有战斗力的
故宫团队也分兵三路带来了文化月
饼，一经推出，瞬间让网友直呼“看不
够”。 其中，故宫文创店“朕的心意”推
出的月饼礼盒包装豪华；而“故宫淘
宝”更是联合了稻香村推出了《桂彩
中秋特地圆》礼盒。
此外，必胜客联合“朕的心意”推
出的月饼礼盒，把故宫藏品《锦绣罗
衣巧天宫》中的中秋元素融入到月饼

造型中。 在推出时就搭上了今年最火
电视剧《延禧攻略》的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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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资讯

葛洲坝北京中国府面世，开启中国式美好生活
随着近期销售旺季的到来，各大
房企纷纷加快推盘节奏。 9 月 10 日，
葛洲坝北京中国府首次邀约京城媒
体品鉴，这意味着葛洲坝北京中国府
案名确定后，项目首次正式亮相。
作为葛洲坝地产 TOP 系产品，
北京中国府是葛洲坝地产在北京的
首个“5G 科技”落地项目。 据悉，葛洲
坝北京中国府传承国匠精工手法，遵
循“5G 科技”体系标准，并获得德国
DGNB 金级预认证。 多重信息表明，
北京将迎来一个世界的绿色健康智慧
大宅。
品质人居，会所先行
从目前的住宅市场来看，绝大部
分开发商的推盘节奏始终与样板间
开放捆绑在一起，样板间开放后新房
随即售卖，更有不少开发商为提高周
转速度，在样板间开放之前就已经形
成销售，但葛洲坝地产却采取了与之
并不相同的推盘方式。
“在葛洲坝北京中国府，原本预
期的产品品质会提前呈现，看到即买

到，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样一种消费体
验无疑是令人放心的”， 一位业内人
士如此评价葛洲坝北京中国府项目。
据了解， 为了将北京中国府高品
质属性提前呈现在购房者面前，葛洲坝
地产坚持
“
会所先行”等原则，率先打造
了一个高标准、多功能的主题会所。
“5G 科技”加持，
推动市场产品认知转变
近年来， 北京住宅已步入全面
改善升级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下，
绿色科技住宅逐渐成为市场“宠儿”，
北上广深的房地产开发从华丽向绿
色科技住宅转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同时， 在绿色科技住宅的浪潮下，国
人对产品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精
工、智能化、环保科技、人性化服务成
为了新的消费价值观，国人回归宜居
绿色的美好生活正变得愈加现实。
描绘美好生活蓝图、引领绿色科
技居住革命，关键在于对核心技术的
掌握。 众所周知，葛洲坝地产在 2016
年进军绿色科技地产领域，短短两年

时间已在这一领域
迅速成长，其首创的
“5G 科技”体系从问
世以来就成为引领
行业变革的风向标。
而此次，葛洲坝
北京中国府作为葛
洲坝地产在北京的
首个“5G 科技”落地
项目，堪称是“5G 科
技”集大成者。 不单单是技术或者硬
件上的“绿色”，“5G 科技”更多是从
人的舒适度、健康度以及未来服务上
加入绿色、健康、智慧和环保，它囊括
了从建材采购、建筑设计、室内精装，
到各种科技设备的设计、使用，更多
考虑客户的生活质量和家庭成员的
健康。
业内人士指出：“葛洲坝地产 5G
科技的到来将提前使北京绿色科技
住宅步入产品驱动的时代，而这个时
代的显著特征就是绿色、 智能和健
康。 PM2.5、温度、湿度、光线、水质等
一系列原先不可衡量的“舒适度”将

在北京中国府变得可控”。 据了解，目
前北京中国府还荣膺 DGNB 金级预
认证，这代表着葛洲坝北京中国府在
打造“5G 科技”产品的道路上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显然，伴随着住宅居住品质的进
一步升级，在产品力细节和硬件不断
完善的趋势下，以葛洲坝北京中国府
为代表的“品质 + 绿色 + 科技”住宅
产品逐渐取代传统住宅成品，占据市
场主流。 同时，在“5G 科技”这一稀缺
属性的加持下， 葛洲坝北京中国府
也必将成为整个北京市场上的标杆
产品和引领行业变革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