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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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11月14日电）

维护与升级：网红欲长红，必练此功

新华社北京 11月 14日电 （记者董
瑞丰）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 14
日通过总验收，专项一期正式收官。另
有多颗科学卫星列入专项二期，预计将
于2021年前后发射。

暗物质卫星“悟空”、实践十号卫
星、量子卫星“墨子号”、硬 X 射线调制
望远镜“慧眼”……记者从中科院国家
空间科学中心了解到，专项一期部署多
个项目，已经或正在产出一系列基础科
学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实现了一大批国
际领先或先进的空间技术突破，极大提
升了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声誉。

此外，专项一期部署了一批预先研
究和背景型号项目。其中，50％的背景
型号项目通过遴选，被确立为专项二期
的工程任务，包括爱因斯坦探针、先进
天基太阳天文台、全球水循环观测卫

星、磁层－电离层－热层耦合小卫星星
座探测计划等。这些项目已进入立项、
工程研制程序，预计于2021年前后发射
相关卫星。

瞄准2030年重大科学前沿，专项还
确定了未来可能实现重大突破的若干
方向，如空间引力波探测、宇宙黑暗时
代探测、小天体探测及样品返回、系外
行星探测、黑洞及其周边探测等，并将
通过新一批背景型号项目予以支持。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是我国迄今为
止最大规模的科学卫星计划，也是我国
首次以重大基础科学发现为主要目标
的卫星计划。自2011年正式启动以来，
专项在最具优势和最具重大科学发现
潜力的科学热点领域，实现了科学上的
重大创新突破，推动了空间科学、空间
技术和空间应用的全面发展。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一期收官
中科院2021年前后将再发射多颗科学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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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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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准备：论网红店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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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流程：一个网红三个帮

新华社广州 11月 14日电 （记者
黄浩苑、毛思倩）“双十一”进入下半
场：快递收收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
尴尬：刚收了一件、挤上电梯回到 35
楼又收到楼下的取件电话？“双十一”
配送高峰，记者带你见识各种智慧
开启、人性温暖的快递交收，背后是
中国人诚信和勤奋，以及灵活的商业
头脑。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13日 24时，邮政、快递企业共揽收快
件8.91亿件，同比增长32.2%。

11日凌晨 1点多，深圳南山区的
张先生在新百伦天猫旗舰店付完两
双运动鞋的尾款后，立马惊住了：11月
6日付定金当天，卖家就发货，8日货
品到达指定的顺丰速运网点。11 日
白天，张先生就穿上了他的新鞋子。
张先生分享了这个“未买先送”的经
历，朋友圈大赞。

据顺丰速运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是今年的新动作：提前分仓备货，巧
妙地错开了“下半场”快递高峰。

与顺丰“反向”，京东今年的新动
作是：有奖延后。如果客户选择延
后几天配送，可以获赠京豆和满减优
惠券。

在“无人”时代，智能新科技正
在我们生活的细微处渗透。据京
东方面透露，京东无人机进一步扩
大 了 常 态 化 运 营 的 范 围 和 航 线 ，

“双十一”期间，在西安、宿迁、韩城
等 地 开 通 数 十 条 无 人 机 配 送 航
线。此外，配送机器人已经覆盖到
北京、浙江、陕西、湖南等多地的高
校园区，以有效化解“双十一”潮汐
性订单。

在没有物管服务的老城区，广州
大妈干起了“1元 1件代收快递”的买
卖。在广州市逢源北街内巷经营小
士多店的小哥说：“我现在的主业变
成收快递，副业是卖杂货，关键是，取
快递的客人往往顺便消费，代收快递
太赚了！”

电商还让深圳人“冒险”体验了
自己社区的治安和买卖双方的诚
信。在深圳科技园工作的张凡希，一
直让快递员径直把快件扔在家门，无
签收，无代管！

“从来没丢过。快递公司说丢了
会赔，也不用举证。这和在一些发达
国家的配送方式一样。”

“双十一”进入下半场：

快递收收收

十多亿件包裹，意味着接近人手
一件——这是我国物流产业设想在一
周左右时间内解决的“硬性考核指标”。

早从几个月前开始，从高铁到便
利店，从快递小哥到社区大妈，各种
渠道都在为这个目标的实现而持续
冲刺。集中释放的网购需求不仅改
变了社会消费习惯，也极大推动着我
国商业零售基础能力的提升与嬗变。

在可以预想的未来，“双十一”的
销售额仍有可能继续保持高歌猛进
态势，更大数量的包裹需要的是更智
慧的物流，我们正在迎来哪些走向现
实的“黑猜想”？

未来，机器人或成“双十一”物流
主角。菜鸟网络已在广东惠阳打造
了一处“超级”机器人旗舰仓，上百台
机器人单日发货可超百万件。

菜鸟网络技术专家透露，机器人
仓库是由机器人自己搭建起来的。
只需要一个完成基本电气设施建设
的空仓库，这些经过了深度学习的机
器人就可以自主完成智能仓库的搭
建。而海量商品的移动由菜鸟智慧
大脑统一调度，动态过程也不影响订
单的操作。在机器人的帮助下，一个
拣货员一天只走两三千步，拣货数量

却是原来的三倍多。
不仅仅是仓储、分拣阶段，机器

人也开始进入物流的最尾端，京东的
配送机器人已经进入高校园区，无人
轻型货车也开始了路试。

而在偏远地区，未来派件可能需
要依靠可以飞的机器人无人机。顺丰
速运今年开始与深圳智航无人机展开
合作，在江西赣州进行物流无人机试点，
据智航无人机董事长助理王晓亮透
露，试点区域属于农村丘陵地带，派送
的目的地多为包裹数较少的自然村。

按照计算，从网点到直线距离
7.8 公里的村庄，由于公路蜿蜒路程
达到 30 公里，依靠固定翼无人机路
程时间为10分钟，而开车则需要2个
小时的时间。“无人机使用的是电能，
成本更低，相比汽油也更加环保。”

除了偏远乡村以外，海岛和高
山、高海拔地区也可以成为无人机物
流运输应用范围。就在今年初，智航
无人机搭载 3公斤货物，跨海飞至直
线距离约 12 公里外的海岛降落，航
程共14.3公里。

在物流硬件快速迭代的基础上，
更先进的算法也在取代传统的物流
规划。京东物流已经上线全新的配

送智能路径优化系统。通过系统算法，
可以将配送员一个波次配送的全部
商品，按照时效、距离、客户收货习惯
等计算出时效最优的路径规划，指导
配送员按照顺序配送，提升配送效率。

京东物流还将有约 20万个生鲜
冷链智能保温箱投入运营，消费者可
以随时查看在京东上所购自营生鲜
商品的运输位置以及温度反馈，实现
全流程可溯源。

算法赶不上变化，个性化配送服
务也可能是一大趋势。目前，顺丰已
经开始采用数字化物流服务，如果收
件人在顺丰推送的送货时间不方便
收件，可以更改派件信息，选择自取
或者其他时间派送，他人帮助收件
等；如果在开会不方便接听电话，还
可以设置小哥电话勿扰。

可以看到的是，在“双十一”等各
种购物狂欢的背后，越来越多的电商
和物流企业将目光放在智能硬件和
人工智能身上，精确、高效或将成为
网络购物理所应当的体验。

在深圳科技园，京东一名小哥站
在科技企业占据的楼宇之间问，如果
都用上黑科技了，那我们呢？

（新华社广州11月14日电）

“双十一”催生的未来零售“黑猜想”

11月13日晚，工作人员在中通快递南京公司紧张作业。新华社发

几分噱头 几分套路
——网红店炮制“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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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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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公积金贷款买房遭“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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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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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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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热点城市楼盘只接受全款购房拒绝公积金贷款

开发商为何“嫌弃”公积金按揭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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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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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3版）河南郑州管城区陇海马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任宋增伟，是一名从事基层卫生服务
工作 30年的老“片医”。他说，中央宣讲团对十九大
报告提出的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
队伍建设进行了深入解读，这为我们基层医务工作
者增添了工作动力。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讲后，中央宣讲团走进
团场、牧区，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互动。兵团第十二
师 104团畜牧连连长孙天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畜
牧连通过发展养殖业、种植业、旅游业等产业，拓宽
牧民增收致富渠道。“我们党员干部要把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实到工作中，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让当地
农牧民的收入一年更比一年高。”

参加宣讲活动后，安徽农业大学轻纺工程与艺
术学院学生潘静表示，作为一名青年学子，自己将更
加坚定献身“三农”事业的信念，到农业生产一线贡

献青春的智慧与力量。
这是征程的开启：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中华儿

女边干边学。
放眼全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正

在蓬勃兴起。在中央宣讲团的示范引领下，各地精
心组织面向基层的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活
动。为更好地培训地方宣讲骨干，中宣部于 11月 1
日至4日在京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
11月 9日向各地发出关于做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基层宣讲工作的通知，对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基层宣讲工作作出安排。

福建省泉州市委讲师团团长朱林果介绍说，泉
州根据市情成立了台胞宣讲小分队、渔排宣讲小分
队、茶园宣讲小分队、民企宣讲小分队等，深入基层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宁夏银川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会宣讲团团长马雪翔认真聆听了中央宣讲团的宣
讲报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近十页笔记。“我最近在
向银川市老年系统和青少年学生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马雪翔说，“中央宣讲团的宣讲让我对十九大精
神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我要把报告的精华应用到
以后的宣讲活动中去。”

西藏自治区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山南市
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奎胜说，中央宣讲团的宣讲令
人深受启发、受益良多。“我有信心深入乡村基层，与农
牧民群众面对面宣讲、点对点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落细、落小、落
实上下功夫。生动宣讲与积极学习的同频共振，在
全社会营造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浓厚氛
围，让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激发辉
映新时代的奋进力量，开创标注新时代的光辉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