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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需求呼唤餐饮业更具个性

朝着问题去 找准出发点

新一年经济工作向哪里发力？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制造
业发展情况如何？面对新形势新要求，
应该怎么做？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不是简
单的二者相加，而是要发挥乘数效应，
实现聚合效应。
我国在新技术、新组织形式和新
产业集群的发展中亮点很多，潜力巨
大。
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公共技术研发
力量，让技术可升级、能迭代。

■ 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
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深度融合
【案例】
“润滑油液”是机械装备的
“血液”，对于许多企业而言，油液状态
牵动整条生产线。
大数据、
云平台、人工智能诊断技
术——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检测研究
所用一套智能系统，助推企业设备运
发展。
维向“无人值守、智能诊断”
某 制 造 企 业 2017 年 接 入 该 系
放宽市场准入，
一步扩大服务业开发、
统。当年底，系统在设备中捕捉到磨损
让更多制造业企业有机会参与到生产
颗粒信息，随即连续报警，企业及时停
性服务领域”。
机检修。“这项技术服务，为我们上千
“融合发展不是将这些功能都集
万元机组的运行安全提供了保障。”企
中在大企业。不改变封闭的一体化发
业负责人反映。
展模式，
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刘戒骄
目前，已有 20 余家企业的上百
说，要重点加快发展专业服务业和科
台设备接入该监测系统，接入后的设
技服务业，鼓励制造业企业与专业服
备计划外故障停机减少 10%，生产效
务业企业交流合作，改善合作环境。
率提升 3%以上。
“制造强国涵盖范围应该更广。制
“现代制造业渐趋复杂，研发、设
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不是简单的二
计等需要专业化和科研机构承担，产
者相加，而要发挥乘数效应，实现聚合
品营销往往又与重大工程相结合，离
效应。”付保宗说。
开服务业，制造业自身发展将受到制
约。”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
■ 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
员刘戒骄表示，当前，制造业发展面临
式、
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
动力不足等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案例】 近万平方米的车间厂房，
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不够。很多企业业
务还属于传统铸造，不了解工程需求， 中间是巨大的安装平台，四周是 20 多
个零配件工位。工人正通过传输臂，组
产品销售困难，附加值难以提高。
装一个高 8 米、长 20 多米，可以实现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要
餐厨垃圾精细化分离的分选装置。江
从制造业本身出发补齐短板，还要充
苏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鹏鹞环保的
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
新技术，
吸引着同行目光。
业的支撑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一方面，通过新技术应用带动中
产业所工业研究室主任付保宗指出，
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中间是加工制造， 低小散企业聚拢成长；另一方面，我们
也受益于环科园资源集聚。”公司副总
左右两端是服务业制造的研发设计和
裁说，投资建设的智造平台，不仅如同
品牌营销，
“两头一抓才能把产业拎起
“中央厨房”一样，可以到相关零部件
。
来”
如何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生产基地”采购“菜品”，还能通过资
源整合，
在互补中共同成长。
业深度融合？
宜兴环科园以骨干企业为龙头，
付保宗建议，多搭建一些公共服
汇聚起环保产业集群。经过多年发展，
务平台，让制造型和服务型企业之间
已聚集 2000 多家环保企业。
供需顺畅对接。
“制造业企业进入服务
“归根到底是要形成新生产力。”
业还存在一些有形和无形壁垒，要进

付保宗说，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生物技术等新技
术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为我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机遇。新技术又催
生了新组织形式，是企业、产品、生产
和市场组织模式的变革，带来的内在
效率和动力提升不可小觑。而新产业
集群既包括新兴产业形成的集群，也
包括传统产业集群通过改造提升，引
入新模式、
注入新动力，呈现新面貌。
目前，
我国在新技术、新组织形式
和新产业集群的发展中亮点很多，众
多企业围绕这些方面进行新开拓。
“但
也要看到，在这些领域还存在一些短
板。”付保宗指出，一是新技术的创新
原动力还不足，一些关键技术仍受制
于人。二是对新技术在标准上的约束
缺乏应对能力。
和管理相对滞后，
如何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
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
刘戒骄认为，制造业企业要重视
及时调整战略。同时
吸纳高技术人才，
要顺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分工趋势与要
求，
深化各类市场主体的分工和合作、
加强协同，
形成新的产业组织。
付保宗建议，一方面要放活放宽
市场机制，尽量弱化规定技术路线发
展的事前管理方式，要由结构性政策
转为功能性政策，促进形成公平公正
的市场环境，让创新创业主体有更大
动力和活力，放手干起来；另一方面，
也要强化事中事后管理和服务机制，
有效规避新技术、新组织模式产生的
社会风险。

拍卖公告

遗失声明
●本人宋秀青购买荣盛房地产公
司楠湖郦舍小区 3 号楼 1 单元 201 房
号的首付款收据 3 张，金额分别为
20000 元、24422 元、83000 元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车牌号
蒙 A303FR 内 置 标 志 ， 流 水 号 为
00180004661026， 保 单 号 为
69401080120180016359 丢失。声明作
废！
●不慎将鄂尔多斯市君诚兴业彩
钢钢构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
152701664063645、150602664063645
丢失， 法人：许树君，身份证号码
13303119700520241X，特此声明。
● 不慎将鄂尔多斯市君诚兴业彩
钢 钢 构 有 限 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
152700000039972 丢失， 法人：许树 君
，身份证号码 13303119700520241X，
特此声明。

通知
因公司业务需求，要求以下与公司
有业务往来的人员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来公司进行往来账务核对：庞彪林、
李玉环、史俊威、吴学兵、渠建蒙。
呼和浩特市城发信息网管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 月 3 日

【案例】 武汉东湖高新区，8 个月
前，承载着解决我国信息光电子制造
业“关键和共性技术协同研发，实现首
次商业化”任务的国家信息光电子创
新中心在这里成立。
“如果把整个信息技术产业比作
一座城市，信息光电子就是连接这座
城市的道路管网。”中心专家委员会主
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华说，信息光
电子技术在网络通信、医疗卫生、航天
国防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正面向新一代网络、5G、工
业互联网等信息光电子应用领域，开
展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余少
华表示，今年中心将加快推进在硅光
技术等四大方向的关键共性技术开发
及首次商业化应用。
“需要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公共技
术研发力量，
让技术可升级、能迭代。”
中国企业联合会首席研究员缪荣说，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要做强整
个产业链，其中最核心的是产业技术。
关键技术、基础技术研发往往投
入大、
见效慢，单个企业无能为力。刘
戒骄认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可以共
享信息和能力，降低交流和研发成本。
“构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当前还
存在三个不足。”付保宗分析，研究成
果开放不足，一些核心技术停留在科
研院所和企业内部的实验室里，不能
为相关企业所用；产学研协同不足，科
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和科研
成果转化存在障碍，制约了创新资源
优化配置；投入产出效率不足，研发投
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一边是企业嗷嗷
待哺，
一边是研究成果束之高阁。
如何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
技术研发平台？
“根本上要打通体制机制。”付保
宗说，一方面对现有科研机构人员的
培养、
使用和激励要大胆变革，让他们
与企业技术需求对接起来；另一方面，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组织一些共性
技术联盟和创新平台，让更多企业参
与，共同促进关键和共性技术突破。
缪荣建议，由国家主导在关键行
业和重要领域构建产业联盟，将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吸纳进来，让技术服务
更多企业。“此外，要用市场化方式发
展公共技术平台，国家对产业政策给
予一定支持，形成一些不依附于某一
个大企业、独立生存发展的市场主体，
汇聚一批有开拓意识和能力的人才，
让产业链上下游贯通起来。”据新华网

随着新技术、新业态不断出现，餐饮业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
“超市＋餐饮”、在线餐饮、外卖外送、无人餐厅……餐饮业
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经营多元化、收入多元化的阶段，推动了消
费升级，给消费者带来全新体验。线上线下一体化、供应链垂
直整合以及餐饮零售化成为发展三大趋势。
民以食为天。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2018 年
餐饮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互联网信息技术为餐
饮业智能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越来越多餐饮企业运用
新技术、新科技和新理念，开始触及外卖、外送加包装品牌全
不仅为餐饮企业带来了更大商机，也为消费
覆盖的经营模式，
者带来了不同的餐饮消费体验。
随着经济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升级趋势
进一步加强，2019 年餐饮行业发展又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与挑
战？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餐饮业看似门槛低，但真正做起来难度一点也不小。涉
及供应链、菜品研发、质量把控、服务培训等方方面面，既要在
精细管理上持之以恒，更要及时适应大众餐饮消费趋势的变
化。”在四川，
一家健康生活主题餐厅总经理蒲小华感慨地说。
蒲小华从星级酒店餐饮部服务员做起，一直做到采购员、领
班、
餐饮部经理，最后他选择辞职，并创办了自己的餐厅。
随着国民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餐饮行业步入稳定发展阶
段。据中国烹饪协会统计，2017 年我国餐饮业市场规模已达
39644 亿元，同比增长 10.7%，快于同期社会零售总额增速
0.5 个百分点。预计 2018 年餐饮业全年增速将维持在 10%左
右，总体规模将达 4.3 万亿元。
与此同时，餐饮业从业人数持续高涨。中国烹饪协会日前
出版的《2018 年中国餐饮产业发展报告白皮书》显示，截至
2017 年，我国餐饮业服务网点从 1978 年的 12 万户发展到
2017 年的 465.4 万户，涉及门店数超过 800 万个。
此外，餐饮厨艺传承和经营管理职业教育也得到了快速
发展。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结果数据显示，
2013 年，
全国开设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院校有 85 所；2016
年起专业名称改为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开设院校 121 所，
2018 年增至 176 所，较 2013 年猛增 107.1%。
“我们每年都在员工中选拔优秀‘种子’，开展三级技艺传
承班，用‘集体拜师，集体收徒’取代传统师徒模式，强化对传
统菜品、品牌文化和职业操守的全面传承。”北京华天饮食集
团总经理贾飞跃说，餐饮企业应给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让普通员工都能看到上升的希望。

新餐饮悄然崛起
每到假日，餐饮市场都会迎来消费高峰，今年元旦假期也
不例外。2019 年 1 月 1 日中午，小象生鲜北京方庄店的海鲜
加工区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队，就餐区座无虚席。
正在就餐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元旦假期她的父母从老家
广西来北京探亲，就想着带父母吃点不一样的，
“这边有西餐、
有海鲜，一些小吃很有特色，水果饮料也很齐全，吃完再买点
东西给爸妈带回去，一举两得”。
如今，
“超市＋餐饮”几乎已成新零售业态创新的标配，可
以一站式满足消费者的餐饮、购物等多方面需求。但每到节假
日，由于客流量大，消费者往往需要排队等位就餐。
小象生鲜北京方庄店店长孟庆刚介绍，为了满足消费者
就餐的多样化需求，小象生鲜差异化推出了“象大厨快手菜”
最快 8 分钟就能吃到餐厅级美
半成品系列，
免洗免切免调料，
食。除了堂食、半成品菜肴，小象生鲜还提供 3 公里范围免费
派送服务，从下单到收餐最快只需 30 分钟，最大限度满足消
费者需求。
可以说，
目前餐饮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经营多元化、收入
多元化的阶段。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提升运营效率和营销转
化率，餐饮企业已开始呈现出“全零售”属性，即“堂食＋外
卖＋外送＋流通食品”多核驱动，通过新技术、新工具探索盈
利新模式。
味多美创始人黄利认为，新一代消费者购物渠道已经发
生了改变，从传统的到店消费，到 O2O 订餐，以及 B2C 平台
服务，形式愈发多样，
“如果固守线下实体店，顾客会越来越
少”
。
“餐饮在线化是大势所趋，
而且还在继续深入。”
美团餐饮
学院院长白秀峰说，典型的消费体验就是提前点、到店吃，不
再需要到店排队、点菜，甚至排队付款开发票等，所有就餐环
节都在线完成。

智能科技逐渐渗透
受鄂尔多斯市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物三年租赁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具体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序号

商铺

1

1102#-1-7#

4
7

参 考 价

参考 价

序号

商铺

17148.96

2

1205#-1-9#

1205#-1-11#

4575.36

5

1205#-1-12#

(元/年)

1205#-3-1#

参 考 价

序号

商铺

13913.28

3

1205#-1-10#

5441.28

14310.72

6

1205#-1-13#

17526.72

2113#-1-13#

11781.6

(元/年)

(元/年)

1205#-1-14#

22220.16

8

4492.8

9

10

2113#-3-7#

4419.84

11

2113#-3-8#

4527.6

12

2113#-3-9#

4527.6

13

2113#-3-10#

4542.72

14

2113#-3-11#

3476.88

15

2113#-3-12#

5182.56

16

2112#-1-1#

13844.64

17

2112#-1-2#

12684.48

18

2112#-1-3#

12684.48

19

2112#-1-4#

29172

20

2112#-1-5#

19959.36

21

2112#-1-7#

20124.48

22

2112#-2-1#

13704.48

23

2112#-3-1#

2639.52

24

2112#-3-2#

3252.96

25

2112#-3-3#

3519.36

26

2112#-3-4#

6227.52

27

2112#-3-5#

4844.4

28

2112#-3-6#

5772.96

29

2112#-3-7#

1850.88

30

2112#-3-8#

4198.08

31

2112#-3-9#

4241.52

二、拍卖时间及地点
时间: 2019 年 1 月 22 日上午 9：30
地点：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五楼电子竞价室
三、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9 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21 日下午 5:00
地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四、竞买须知
拍卖标的具体详情及保证金收取标准详见鄂尔多斯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或致电我公司咨询，有竞买意向者
须持相关资质证件在 2019 年 1 月 8 日至 1 月 21 日下午
5:00 到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竞买资格确认及
报名登记手续。
五、保证金交纳方式及截止时间
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下午 5：00 前（以到账时

间为准）将竞买保证金缴纳至：开户单位：鄂尔多斯市公共
资源交易综合管理办公室。开户银行：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鄂尔多斯康巴什支行：账号：3115610043715724413 行
号：302205027520； 2.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胜支
行：账号：047701012000346187 行号：313205000010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支行：账号
594040100100002682666666 行号 309205804041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史艳青
电话：15044901909 0477-8398692

鄂尔多斯市正恒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 月 8 日

随着信息技术在餐饮业应用逐步深入，借助移动互联网
发展，外卖外送已成为消费者“自己做饭”和“在外堂食”以外
的第三种常规用餐模式。
数据显示，2017 年线上外卖市场规模突破 3000 亿元，与
2011 年的 203.7 亿元相比，增长了 13.6 倍。外卖住宅区订单
交易额占比已达 50%，从这个角度看，外卖取代的不是堂食
而是在家做饭。
如今，从美食团购、外卖、外送，再到用高科技代替人工，
包括智能系统代替点餐员、收银员，包括迎宾机器人、服务机
器人、
智能炒菜机、刷脸支付，乃至无人餐厅，科技创新正在引
领餐饮行业发展。
继肯德基、德克士后，2018 年众多餐饮企业的智慧餐厅
陆续登场亮相。老字号五芳斋联手阿里口碑 APP，在杭州打
；周黑鸭和微信共同打造的“智
造了旗下首家
“无人智慧餐厅”
慧门店”亮相深圳，刷脸进门、点赞支付；阿里口碑和味多美共
同打造的“无人智慧面包店”在北京亮相，顾客可 24 小时下单
取货；京东旗下首家“未来餐厅”亮相天津，提供机器人服务及
菜品制作。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表示，预计未来 3 年到 5
年，智能科技将大面积地渗透餐饮业，从而影响整个餐饮行
业。
“餐饮产业未来发展，可以概括为线上线下一体化、供应
链垂直整合以及餐饮零售化三大趋势。”美团点评高级副总
裁、新到店事业群总裁张川认为，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数据
化、科技化，未来餐厅可以把每一位顾客变成用户、每一个用
户变成会员，店长可以通过大数据了解每个顾客，提供千人千
面的服务，
这是餐饮业必将面临的一次革新。
目前，中国餐饮业经营业态多元化、个性化和细分化趋势
增强。姜俊贤认为，未来消费升级趋势进一步加强，餐饮企业
要主动调整业态结构，深入探索差异化服务，创新业态形式，
避免业态同质化，在个性化、智能化、体验化等方面进一步精
耕细作。
据《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