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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山药软欧包

美团点评以吃代捐“助力高远”

公益套餐推动扶贫食材亮相上海餐桌
■ 闻迪

虾汤青稞面

上海餐饮企业利用青稞，开发出了新菜点：

乐乐茶的青稞软欧包、鱼非鱼的
青稞蚬肉煎饼烤鱼套餐、大董的藜麦
烧海参……这些出现在上海餐饮企
业菜单上的菜肴，大有深意：每一个
菜肴背后，都有来自高原偏远地区的
特色农产品。上海消费者在选购这些
菜肴的同时，意味着“以吃代捐”，用
切实力量帮助了当地的农户。

8月 28日，美团点评“助力高远”

消费扶贫第二期公益套餐发布会在
上海举行。 来自国务院扶贫办中国
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 上海市人民
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上海市商务
委员会等政府代表、20 余家大型连
锁餐饮企业代表、 扶贫农产品供应
商共同见证了新一期公益套餐的发
布。当天，美团点评联合 15 家餐饮
合作伙伴全新研发了 15 款公益菜
品，并上线 22 款“助力高远”公益套
餐。 这些套餐中至少包含一种来自
“高远” 地区的食材： 西藏青稞、新
疆巴旦木、 云南宣威火腿、 铁脚麻
鸡、 五彩米……这些质朴的扶贫食
材在大董、胖哥俩、圆苑、乐乐茶、

永和豆浆、云海肴等餐厅的创新“演
绎”下，变成了青稞藜麦沙拉、虾汤
青稞面、 青稞刺参、 青稞山药软欧
包、紫薯青稞爆珠豆浆、汽锅鸡等深
受都市白领阶层喜爱的菜品。

“以吃代捐” 让好食材走上城市餐桌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
公室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下，美
团点评于去年 7 月通过大众点评必

吃榜发起“助力高远”美食消费扶贫
公益项目。该项目首创“美食消费扶
贫” 新模式， 将对口地区农产品、贫
困户、农产品供应商、餐饮商户和广
大美食消费用户通过互联网平台和
餐饮消费大市场连接起来， 将 “高
远”贫困地区的绿色食材从山野田间
推广到城市餐桌。

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诸旖认为
“助力高远” 美食消费扶贫很有创新
意义：“原来消费扶贫的主要工作是
把食材带出山， 来到城市的菜场、商
超，但今天，美团点评联合餐饮商户
把食材变成菜肴，往消费端又近了一
步。美团点评在消费扶贫模式上的创
新， 让更多餐饮企业加入到公益行
列，实现了鼓起农民钱袋子和丰富市
民饭桌子的双赢。”

对于“高远”地区的食材，在销路
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消费者认知度
不高。以藏区青稞为例，多数消费者并
不了解其营养价值和风味特点，更不
清楚青稞的做法。“通过‘以吃代捐’的
方式，‘助力高远’项目引导消费者走
进餐厅， 进而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
贫。”美团点评副总裁毛方表示，美食
消费扶贫的效果是多赢的，消费者能
知道更多美食背后的故事，餐饮商户
参与公益扶贫提升品牌形象，贫困地
区农户也因此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

今年， 美团点评将投入价值超过 500

万的广告资源，面向消费者推广扶贫
食材及公益套餐。

人人参与 传递“消费扶贫”接力棒

“助力高远” 项目让城市人日常

里的一餐一饭与“高远”贫困地区的绿
色生态食材有了直接联系。每一次日常
用餐，每一条消费点评，都可以成为扶
贫举动，让扶贫走进寻常生活，人人可
参与。

连年进行的“助力高远”项目正在
使得美食消费扶贫常态化， 并构建了
多方参与的扶贫接力生态。 餐饮商户
积极进行菜品研发， 将扶贫食材纳入
到日常饮食体系， 消费者通过公益套
餐、话题推广了解并消费扶贫食材；扶
贫农产品采购商对食材进行深加工创
新，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从食材产地到
城市餐桌，消费者、餐饮商户、农产品
采购商等扶贫生态链上的每一个主体
均参与其中， 把消费扶贫的爱心举动
传递下去，并从中受益。

去年 10月，“助力高远”项目推出了
第一期 23款公益套餐，受到了广大消费
者的喜爱。活动期间曝光量超过 2000万
次，销售额逾 20万元，直接和间接帮助
了新疆喀什莎车及云南大理弥渡、 大理
剑川、文山马关、楚雄南华、迪庆香格里
拉、曲靖宣威、曲靖会泽、昆明寻甸等上
海对口帮扶贫困县的农产品销售。

更重要的是， “美食消费扶贫”给
高远地区带来的价值不仅仅是助农增
收。 消费端的需求创造和持续增长，可
进一步帮助“高远”地区供给端进行产
业升级，增加就业机会，实现由“输血”

向“造血”扶贫转变。

以西藏日喀则江孜地区为例，随着
“助力高远” 餐饮合作伙伴对青稞的采
购需求不断增加，对口的扶贫农产品供
应商上海藏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江
孜的青稞采购量也实现连年快速增长，

从 2017 年的年采 300 吨上升到 2019

年的 1500 吨。2017 年该公司在当地投
资建立青稞加工厂， 已累计缴纳税收
180余万元。目前当地销往上海的青稞
占整体销售量的 7％，在两年前，这个
数据仅有 1%左右。

从少为人知的高远食材到城市餐
桌上高附加值的美味菜肴， 美团点评
开创的美食消费扶贫模式将为“造血”

扶贫打开更大的想象空间。国务院扶贫
办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副会长王
家华认为，“助力高远” 项目在全国具
有引领作用，“上海拥有 3000万高中端
消费人群， 这些人群热爱生活、 会生
活，结合都市生活理念，美食消费扶贫
可以探索出更多有益的尝试，为扶贫攻
坚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消费升级呼唤服务升级：
中国服务行业如何与时代“共振”?

服务者的自身迭代
助推消费升级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人们对服
务者本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消费
者往往会在同类的服务者中选择更
专业、素质更高的那一个。

链家首席运营官王拥群博士认
为，从业者品质决定了行业的整体服
务品质，所以在人的品质上，链家第
一会坚定学历底线的要求，第二会把
经纪人的职业化培训贯彻到底。

链家认为，高学历、高专业度、高
职业素养和高社区参与度是新型社
区专家的标准，也是新一代经纪人的
画像。为招募、培养高学历人才，链家
投入了很多精力和资金用于招聘统
招本科生和内部培训。

同样重视人的品质的，还有服务
行业争相学习的标杆海底捞。海底捞
首席战略官周兆呈表示，每一位员工
才是海底捞的真正代言人。海底捞有
专门的员工培训基地，通过选拔和统
一培训，为客户提供好口碑的服务。

可以看出，凭借对服务者品质的
重视，链家和海底捞为消费者提供了
更专业、更高质量的服务，推动消费
升级，助力消费者追求新时代下的美
好生活。

科技赋能消费场景
创新引领未来消费体验

消费场景有了，如何优化和引领
消费体验？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

教授、复旦大学服务营销与服务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范秀成指出，新技术对
服务经济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以互
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影响了社
会生产生活。

链家首席运营官王拥群说，链家
的科技创新不是理论创新，而是以消
费者需求为核心， 重建服务流程。譬
如， 链家推出的黑科技 VR看房和银
企直连、政企直连，都有针对性地高
效解决了当下消费者在房产交易过
程中的痛点。

无独有偶，海底捞也在尝试用科
技手段为自己助力。 去年 10月份海
底捞在北京开出第一家智慧餐厅，在
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的同时，用技
术手段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而哈啰出行则重新定义了两轮
出行，通过线上化、数据化、智能化打
造更绿色、愉悦、多元的出行服务。智
慧技术引擎———哈啰大脑实现了时
间、空间、需求的最佳匹配，催生出
“出行即服务”的全新理念。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中
通快递集团副总裁、中通研究院院长
金任群介绍，中通基本作业中心大部
分是全自动流水线，现代高科技产品
也已在中通开始应用，通过新技术实
现了降本增效和服务升级。

消费升级
客户至上的真理不变

随着新经济的到来，客户对服务
的感知变得越来越敏感，对服务体验
越来越挑剔。在这种形势下，企业是
否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至关重要。

专注于房产服务的链家深知，无

论消费群体与消费结构如何变化，服务
的核心仍是“客户至上”，这是不变的真
理。所以，链家一直坚持“逐利而不唯
利”，时刻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

作为业内首家提出安心服务承诺
的房产经纪公司，链家重诚守诺强保障
客户利益。王拥群表示，截止到 2019年
7月底， 上海链家安心保障金共计支付
2.38亿元， 高效专业的纠纷处理服务，

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由衷点赞。

和链家一样，哈啰出行也重视客户
服务品质。哈啰出行联合创始人韩美介
绍， 无论是产品设计还是战略制定，哈
啰出行都从用户视角出发，以解决客户
需求为核心，不断改善、优化、升级自身
业务。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哈啰出行才
在其他共享单车走向衰败时逆势起飞。

毕竟对于消费者而言，谁能提供更优越
的体验感，谁就能让消费者买单。

正如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思劼所言，服务经济已经成为
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

现在， 大消费时代的大门已经开启，让
“服务升级”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动力，让
消费者信心更足、 让经济运行质量更
高，需要各大企业的共同努力。

近年来， 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和新引
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中国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消费升级呼唤服务升级。 为探讨中国服务行业如何与
时代“共振”，在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十周年之际，“2019

服务经济高峰论坛”于 8月 29日在上海召开。

链家、海底捞、哈啰出行、中通等各服务领域的翘楚企
业齐聚一堂，共话大消费时代下，服务如何引领消费升级。

链家首席运营官王拥群博士

高峰论坛现场

今日聚焦

恐掀太空军备竞赛
■本报记者 陆依斐

美国成立太空司令部和组建“天军”将带
来什么影响，支持者和反对者有着各自见解。

支持者认为，太空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一
种可能形式，因此美国应提高太空作战能力，

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批评者认为，特
朗普政府着眼确保美国太空优势地位， 长远
看可能打开太空军备竞赛的 “潘多拉魔盒”，

加剧太空军事化风险，破坏大国间战略平衡。

此外，美国组建“太空军”仍缺乏足够政
治共识，且可能加剧太空军事化风险。美国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委员亚当·史密
斯已明确表示反对成立独立“太空军”，因为
“这并不是重视太空领域‘最划算’的方式”。

太空装备朝武器化发展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

夏立平指出，作为太空力量强国，亦是国际
体系主导国家，美国侧重发展太空力量肯定
会影响其他国家， 促使其考虑采取类似措
施。实际上，太空已经军事化，很多卫星用于
军事用途或军民两用。 尽管太空尚未武器
化，但各国的太空装备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
发展，大国发展的先进武器越来越接近太空
武器范畴， 太空军备竞赛看似不可避免。接
下来， 如果大国的卫星上装备搭载激光武
器，将标志着太空军备竞赛进入新阶段。

地球轨道空间成新战场？

军事专家杜文龙指出，美国主动挑起太
空竞赛，关于太空司令部和“天军”建设，美
国率先有了计划方案，令对手和盟国都感到
担心，自然会把“天军”建设提上日程。如果
美国从太空军事化向武器化快速转型，今后
在高位作战空间内还会有一场新的竞赛，其
规模可能更大，影响可能更加残酷，对全球
安全的威胁也会更大。

杜文龙指出，“天战”将会成为继陆海空
和电子战之后的另一个空间维度。 以前的战
争都发生在可见空间内， 常规力量的对峙是
常态。但今后在地球轨道上，可能触发新的作
战行动。 与侦察卫星的监视功能和通讯卫星
的联通作用相比，今后的太空战可能更加“高
端”，例如将卫星装备成战斗型。未来，地球轨
道空间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战场———既可以独
立运行，也可以与其他空间协同配合运行。

新闻分析

巩固和扩大在太空的军事技术优势，保护其太空资产

美启动太空司令部，建“太空军”不远了？
■本报记者 陆依斐

美国副总统彭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邓福德 8月 20日宣布， 新的美国太空司
令部将于 8月 29日正式成立，开始运行。分析
认为，这是美国朝着组建“天军”迈进的关键举
措，旨在未来太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是，

随着大国纷纷入局，太空将会成为大国军事竞
争的最前线， 太空军备竞赛看似不可避免。未
来，太空可能成为一片新的战场———既可以独
立运行，也可以与其他空间协同配合。

时隔多年重启

据报道，新的太空司令部于 8月 29日正式
成立，开始运行。美国防长埃斯珀 28日表示，他
对太空司令部即将启动感到兴奋， 该司令部将
“确保保护美国在太空的利益”。

据悉， 这是美军自 2009年以来首次成立
新的作战司令部。新的太空司令部将成为美国
第 11 个“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战略司令
部平级，可直接指挥各军种所属部队。

根据邓福德的说法，新的太空司令部将负
责计划和执行太空行动，包括导弹预警、卫星
操作、空间控制和支持。“正如副总统和总统所
言，这将使我们在（太空）这个关键作战领域保
持竞争优势”。

另据美国空军代理部长马特·多诺万的说
法，新的太空司令部将是“负责太空军事行动
的作战指挥部，”“将负责保护重要的太空资
源，使其免受潜在对手日益加剧的威胁。”

美国防部尚未宣布这一太空司令部的永
久驻地， 地点范围目前已缩小至阿拉巴马州、

加利福尼亚州或科罗拉多州。 据美联社报道，

该司令部的初期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的彼得
森空军基地，预计下月开始运行。

据悉，美国曾在 1985年至 2002年期间设
立太空司令部，但在“9·11”恐怖袭击之后被解
散，职能被战略司令部兼并。美军现有大部分
太空力量由空军太空司令部指挥。新的太空司
令部成立后， 空军仍将拥有自己的太空司令
部，总部也设在彼得森空军基地。

加速组建“天军”

美国政府计划成立新的太空司令部可谓酝
酿已久。据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
略力量小组商议组建独立于空军的“太空部队”

已有两年。 特朗普去年 5月表示寻求设立新军
种“太空部队”，在外太空作战。彭斯去年 8月宣
布，美国防部将在 2020年前建成“太空军”。

不过，有美国媒体指出，多年来，五角大楼

官员一直对建立“太空军”这一想法嗤之以鼻，

认为建立一个分支机构耗资巨大， 程序复杂，

效果有限。但在白宫责成之下，国防部启动创
立“太空军”程序。根据计划，国防部将进行三
项铺垫工作———设立太空开发局、太空作战部
队和太空司令部三个机构，其中太空司令部的
任务是提升太空作战能力。

特朗普去年 12月签署备忘录，要求国防部
组建太空司令部，提升美国太空作战能力。根据
白宫当时发布的一份总统备忘录， 特朗普下令
成立以太空为作战平台的司令部， 并称新司令
部将是一个功能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

尽管设立太空司令部与组建独立的“太空
军”是两码事，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朝着组建
“天军”迈进的关键举措。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
事务研究院院长夏立平教授指出，成立太空司
令部是组建“太空军”的“跳板”。特朗普上台后
提出建立“太空军”，但国会和国防部内部对此
有争议，因此政府决定分两步走。

军事专家杜文龙指出，美国的太空司令部
是“天军”的统一组织机构，将是筹建“天军”和
作战指挥的牵头机构。如果没有太空司令部这
一实体，“天军”将只是口头“天军”，无法进入
实质性的创建阶段。在美国总统和国防部统一
组织下，成立司令部可以进行建设规划，让“天
军”建设进入“快车道”。

今年以来，新的太空司令部的组建进程稳

步推进。今年 6 月，美国国会参议院确认太空
司令部将由美国空军上将约翰·雷蒙德指挥。

据悉，雷蒙德擅长整合军事能力，并在五角大
楼任职期间掌握了飞行任务、太空指挥、后勤
支持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确保主导地位

专家认为，除了为组建“天军”铺路，美国
成立新的太空司令部还有更宏观的愿景，意在
巩固和扩大其在太空的军事和技术优势，保护
其太空资产，尤其是大量导航、通信、侦察卫
星，防止其被别国干扰、破坏甚至摧毁。

夏立平指出，太空是美国情报界的重点监
控方向之一。太空司令部成立之后，将与美国情
报界，尤其是美国国家侦查局配合，成立国家航
天防御中心， 作为一个统一防御作战体系的一
部分。美国现有五大军种：陆军、空军、海军、海
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特朗普政府计划 2020

年成立“太空军”作为第六个军种，值得关注，这
将是美军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

杜文龙指出，美国成立太空司令部意在让
“天军”建设更顺利。之前美国也有“天军”组建
计划， 但在各军兵种内被淹没， 呈现不多、不
强、不大的状态。如果能让“天军”独立，便可在
太空司令部统一指挥下实现作战能力高度集
中，完成“专职”，而非“兼职”工作。有了这样一

个统一机构，美国将在未来太空竞争中处于优
势地位，让自己更快、更强、更大。

美媒指出，由于美国空军一直把重点放在
战斗机和其他作战重点上，太空项目有时受到
关注较少。而卫星通信、导航、情报等功能对军
事和国民经济至关重要，军方在太空中的角色
一直受到密切关注。近年来，由于美方认为来
自对手的威胁和竞争日益加剧，增强太空力量
开始变得紧迫起来。

据悉，美国新的太空司令部将把必要的重
点资源用于确保美国在太空的主导地位，军方
视之为一个关键领域。成立太空司令部将加速
机构重组，提高太空军事技术能力。杜文龙指
出，其他国家往往是小规模“天军”建设，且大
多没有专职机构，如果美国率先实现“天军”建
设的统一管理指挥，将对加速扩展自身军事产
生重要影响。

尽管目前组建“天军”计划取得了一定进
展， 但其在获得国会批准和筹集资金方面仍面
临挑战。 据报道， 如果这一计划得到美国会批
准，预计将在 2023年开始运作。杜文龙指出，美
国组建太空司令部相对顺利，难度较小。但组建
“天军”预计不会一帆风顺，因为两者需要攻克
的技术瓶颈、资金压力和军兵种矛盾不同。

大国竞相入局

无独有偶， 法国计划今年组建太空司令
部，今后空军将发展成“空天军”；日本欲设立
与海陆空自卫队平级的“信息、太空部队”；印
度等国也在试图跻身太空强国之列……世界
各国为何纷纷“仰望星空”？

夏立平指出，太空将会成为大国军事竞争
的最前线， 各大国都在重视发展太空力量，将
其作为重点发展方向。 例如俄罗斯于 2015年
宣布组建空天军； 英国欲与美国建立太空联
盟，派员直接参与联合作战中心工作；北约计
划今年年底推出首份太空战略……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防务高级研究员彼
得·加勒森认为， 内太阳系的经济发展关乎美
国能否开发其能源， 并在工业等方面占据优
势。与此同时，军事发展将为美国提供一个占
主导优势的太空强国地位，并使人类能够在自
由的旗帜下进行扩张。

加勒森指出，无论谁掌握了这一庞大的新
经济，它都将能够向他人发号施令，制定处理
关系的规则。如果美国不希望在这一进程中处
于从属地位，那么它必须占据制高点。这将需
要美国太空力量的重新定位， 包括民用和军
用。 关键是在太空中建立一定规模的持久存
在，维持力量平衡。美国成立太空司令部是朝
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在美国佛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美国空军最神秘的空天飞机 X?37B成功降落。 据美国媒体 8

月 27日报道，X?37B空天飞机已完成在轨道上第 718天飞行， 打破最长在轨纪录。X?37B项目
已进行将近十年，它究竟在太空执行哪些任务始终处于保密状态。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