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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浦东新名片 擦亮陆家嘴招牌
（上接1版）
拜访环保部门，了解垃圾分类细则标

准，根据国家会展中心设计一套全新的垃

圾分类运作模式成了陆家嘴物业公司必须

克服的难题。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总建筑面积 150
多万平方米，8大主题不同的场馆，新增场

馆加新增户外展区，垃圾箱点位怎么放置

才最合理？食品馆湿垃圾桶要多、卸货区

干垃圾桶要够……这不但要求对场馆熟

悉，还要熟悉人流量分布。最终，整个场馆

被4000个垃圾分类点位覆盖，垃圾箱的类

型都有12种。

李均荣是垃圾清运员，他每天要在新设

置的垃圾中转大棚内，与几百只流动垃圾桶

打交道。16辆纯电动生活垃圾分类驳运车，

不断将垃圾桶拉进来、二次分类、清洗，然后

再送出去。就连垃圾桶的运输线路，都是经

过设计，选择人流量最少的路段。

“现在施工中，可回收垃圾的量特别

多，可以指引他们将这类垃圾放在特定地

点……”垃圾督导员刘美涛正在对保洁员

进行培训，说明最新发现的问题。像他这

样的还有36名，此外还有90名定点的垃圾

宣传员，在进博会举行期间，向与会者宣传

垃圾分类工作。

“今年陆家嘴物业投入进博会保洁保

障人员为 1566人，比去年增加 282人。去

年垃圾清理量为 2.52万桶，今年会远高于

这个数。在垃圾应急处理演练中，保洁员、

虫控消杀、清运短驳、保安员四方联动，垃

圾点位更换，完成时间不到 3分钟。”张云

飞说。

服务进博擦亮招牌

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资金成本和人

力做好垃圾分类？面对这个问题，上海陆

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蔡宏图将此归结为责任，“垃圾分类上海最

先实行，进博会上，全世界展商都在关注中

国的垃圾分类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必须

做出一个范本来。”

第二届进博会共有来自1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参加企业商业展，

展览面积达到30多万平方米，规模超过首

届。为了做好进博会保障工作，陆家嘴物

业公司一直在默默付出，《进博会准备工作

推进周报》已经出到 25期，详细地记录了

各类进博会信息，从各展馆的招商情况，到

场馆周边道路的施工情况，只要对服务进

博会有用的信息都被收集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第二届进博会城市服务

保障各个专项保障组全部倒排时间、挂图

作战、任务销项、问题销号。181项工作、

369个节点任务，陆家嘴物业公司积极配

合，预计在10月底前全面完成。

“陆家嘴物业是浦东新区的国有企业，

代表浦东为进博会提供服务，今年我们的

服务目标就是‘打造浦东新区名片、擦亮陆

家嘴金字招牌’，从展会保障、接待服务、环

境氛围、创新管理等方面，以更高管理、更

高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合力，提升现场服

务品质，为浦东争光。”蔡宏图表示在陆家

嘴集团支持下，虽有压力但更有信心。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今年热播网剧《长安十二时辰》中，

颇受主角喜爱、能够直接用吸管吸着吃的

西安临潼火晶柿子，引得观众口水直流。

记者日前获悉，运输难度极大的临潼火晶

柿子继在西安范围内盒马门店上架后，已

于近日完成首次“出省之旅”，在上海盒马

门店开售，让上海消费者有机会率先一饱

口福。

据了解，火晶柿子是晚熟品种，每年

10月中下旬才会成熟上市。在《长安十二

时辰》带动下，火晶柿子在盛夏就引发网

友热议，成了“网红水果”，代购遍地。西

安市临潼区还不得不专门举行新闻发布

会，告诉网友别着急，“真的火晶柿子还在

树上。”

火晶柿子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海拔、

日照、土壤都能成为左右口感的因素，因此

只有临潼区骊山周边才有正宗品种。成熟

后的火晶柿子果肉会变成半固态，极难存

储，采摘时的磕碰、运输途中的颠簸，都会

让柿子破损、漏汁。以往，火晶柿子想运往

外地，只能在柿子刚刚转黄、硬度尚可的时

候采摘，再装箱运输。外地消费者买回家，

需要与苹果、猕猴桃等水果放在一起，让它

逐渐转熟变软。

今年，盒马为把自然成熟的火晶柿子

卖出西安、卖到上海，让消费者买回家开盒

即食，做足了准备。盒马采购王雪莉告诉

记者，盒马首次为火晶柿子定下好果子的

标准，进行分级分拣，根据火晶柿子的特

性，对下树成熟度、糖度、上架成熟度，甚至

连装箱时候柿蒂朝上还是朝下都做了严格

要求。盒马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希望继

续优化物流链路，争取让火晶柿子通过新

零售的供应链系统卖到全国。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报记者 许

素菲

秋冬季节，一顿鲜美的火锅是不少

消费者的暖胃之选。走在并非火锅起源

地的上海街头，造型各异的各大品牌火

锅店招牌，也印证着火锅市场已成为餐

饮行业的优质赛道。火锅靠什么获得

各地消费者的喜爱？口味接受度广、标

准化程度高、可复制性强等特点是重要

因素。

“火锅江湖”新入局者不断

不久前，盒马宣布在全国全面上线

火锅，覆盖全国 20多个城市的 170多家

门店。目前已推出海南椰子鸡锅、泰式

冬阴锅、潮汕牛肉锅等多种特色口味锅

底，还第一次将羊蝎子这款北方人的暖

冬美食卖到全国“盒区房”，上海地区上

市两周以来销量增幅近 2 倍，重庆、成

都、长沙等各个区域也将在年底之前上

市。凭借盒马强大的供应链生态，可以

用来涮锅的生鲜食材多达上千种，且价

格多为一般火锅店的一半。同时，依托

盒马的前后仓模式，盒马火锅还可以实

现3公里内最快30分钟送达的火锅配送

服务。

就在数日前，巴奴毛肚火锅也宣布

进军上海，首店预计于 11月底试营业。

这是继2018年成功开拓北京市场后，巴

奴再次布局一线城市。

目前，海底捞、哥老官、捞王、重庆高

老九火锅等头部品牌均已布局上海餐饮

市场，新入局者要突围，绝非易事。

上海火锅店超6700家

火锅能有多热门？美团点评发布

的《揭秘消费者爱的毛肚火锅》报告显

示，火锅是正餐市场份额占比最大的品

类，高达 13.7%。近两年上海火锅品类

门店数逐月稳固提升，相比 2018年，门

店数增加三成，相关浏览量也增加六

成。值得一提的是，火锅门店数 34%的

增幅大部分来自于人均客单120元以上

的“高端”火锅店。

上海顾客对火锅菜品“人气王”毛

肚的认知程度，甚至会令不少人感到惊

讶。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可以看到，上海

销售毛肚的商家数量已超过毛肚的原

产地重庆，排名全国第一。统计数字显

示，上海共有 6700多家火锅店，火锅市

场竞争已达白热化。

记者对浦东今年新开业的多个购

物中心梳理发现，多品牌火锅店同时入

驻更是普遍情况。晶耀前滩有3家火锅

店入驻，包括小火锅领军者呷哺呷哺；

恒生万鹂广场有 5家火锅店入驻，其中

川渝火锅就有3家；三林东方懿德城有6
家火锅店扎堆，涉及日韩火锅、重庆火

锅、鱼火锅、潮汕火锅等。

多种特性造就“国民美食”

火锅成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特色

餐饮形式，其口味接受程度高且广、易

标准化且具扩张性、社交属性强等特征

功不可没。

亿欧智库的一份行业报告认为，目

前火锅行业集中度低，但规模为餐饮细

分赛道中最大，经营效率优质，龙头企

业扩张迅猛。预计至2022年，火锅行业

市场规模近8000亿元，龙头企业集中度

将进一步提升。

火锅市场发展迅猛，同时涌现出了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有火锅企业通过 IP
塑造和品牌文化培育，带来火锅品牌价

值提升，带动周边产品和服务的延伸；

火锅的社交属性较强，借助此打造社交

性平台和会员平台，提升服务体验；传

统火锅文化与新式火锅文化碰撞的同

时，高颜值火锅、特色食材火锅等多元

细分赛道同样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新入局者不断增加 抢滩千亿元市场

上海火锅店超6700家 竞争呈白热化

可以吸着吃的火晶柿子来沪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每年的“双 11”电商大促，也是快递

行业的一场大战。据国家邮政局预计，

2019年快递业务旺季将从 11月初持续至

2020年春节（1月 25日）前夕，共计 85天。

其中，“双11”期间行业日最高处理量和业

务总量将再创历史新高。

国家邮政局于近日制定《2019年快递

业务旺季服务保障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并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全行业在

快递业务旺季坚持东西协调，全国联动，

以实现全网不瘫痪、重要节点不爆仓，以

保畅通、保安全、保平稳为目标，全力保障

旺季期间行业平稳运行，努力做到质量

“双11”、服务“双11”。
国家邮政局预计，“双11”、“双12”、西

方圣诞节以及 2020年元旦和春节前的电

商集中促销，将带动业务量显著增长。其

中，“双 11”期间（11月 11日至 18日）将出

现旺季峰值。

《方案》要求，旺季期间要落实均衡发

货要求。发件量排名靠前的广东、江苏、

上海等省（市），特别是金华（义乌）、广州

等地市，要控制好揽收节奏，做好压力疏

解以及与电商企业的驻场合作。投递量

排名靠前的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市），要

注意防止快件拥塞。

快递业务量不断增加的“双 11”，同时

也带来了大量包装垃圾。《方案》同时强

调，要抓好快递包装绿色治理，谨防过度

包装、随意包装。要督促企业通过加强培

训教育，确保一线人员严格按照《快递业

绿色包装指南（试行）》进行规范化的包装

操作，避免随意包装和过度包装，电子运

单、45毫米以下“瘦身”胶带、可循环快递

盒等环保包装产品的推广应用将持续推

进。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邮政局还鼓励企

业发挥“逆向物流”优势，在高等院校、小

区楼宇、写字楼等重点区域，做好包装废

弃物行业回收再利用，积极推进与社会回

收体系有机衔接。

本报讯（记者 欧莉）随着“双 11”
临近，各大快递公司已经完成全网自动

化设备的联调，整装待发迎战包裹高

峰。据菜鸟网络透露，截至目前，中国快

递业已累计建成超过 5000公里自动化

流水线，将全部投入此次包裹旺季高峰，

以保障物流效率，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

自动化流水线能够自动、智能地将

包裹进行全国流转，避免人工手动分拣，

有效地提高包裹运行效率，提升快递送

达时效。据悉，为了高效应对今年“双

11”包裹高峰，多家快递公司对自动化流

水线的创新不断出现。百世自主研发的

风暴自动分拣系统，融合了大数据分析、

云计算、智能终端、图像处理等多种技

术，实现了全智能分拣。韵达则率先引

入了交叉带自动分拣系统，该系统全程

仅需扫码一次，大大提高了分拣效率。

申通推出的“小黄人”分拣机器人，圆通

的“小蓝人”分拣机器人，用更便捷的部

署方式来推动行业自动化。中通在全国

各地将单层自动分拣线升级为双层自动

分拣线，单位面积效率持续攀升。此外，

菜鸟网络日前上线了其最新一代智能

仓。在新一代智能仓内，在 AI 的调度

下，多种不同类型超千台机器人协同作

业，发货能力比上一代智能仓提升60%。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近日启动的

“银联菜场生鲜节”，用户除使用银联二维

码满额立减优惠外，又将获得“优计划”的

数字礼券。

据介绍，用户打开云闪付App，在生活

精选板块点击“数字礼券”，即可进入菜场

生鲜节活动页，在指定菜场、连锁生鲜门店

使用云闪付App完成扫码消费 3笔，即可

获赠“优计划”数字礼券，礼券将在用户完

成任务后的 3个工作日发送至卡券包，用

户在有效期内核销使用即可。

“优计划”数字礼券是用户在云闪付

App内，以低于商品市场价的优惠价格购

买，并可在线上、线下相应商户抵扣使用的

电子礼券。自今年 6月推出以来，数字礼

券业务已向云闪付App进行内容输出，并

上线150余款热门礼券，涵盖肯德基、来伊

份、瑞幸咖啡、美团、华住、家乐福、沃尔玛、

全家等品牌。

后续，银联将进一步整合“优计划”境

内商户资源，加速推进产业各方合作，加强

与商户的“支付+”业务联动，赋能跨场景

支付生态建设。

国家邮政局：“双11”快递旺季“不爆仓”
快递旺季将从11月初持续至春节前夕

快递业备战“双11”
自动化流水线超5000公里

“银联菜场生鲜节”
新增数字礼券

市民在选购火晶柿子。 □盒马鲜生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