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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型消费篇

生活服务业是服务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直接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随着消费领域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化，
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催生出各种新产品、新业
态、新模式。与此同时，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的
推进，技术进步、自媒体发展等也为生活服务
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日前发布了《2021 CCFA 生活服务业优秀实
践案例集》，旨在挖掘生活服务业的优秀创
新和实践，试图从创新者的角度找到这
一交叉点，窥见未来发展新方向。

以需求为导向 延长服务链条

□ 本报记者 阎 密

在中国连锁经
营协会日前发布的
《2021 CCFA 生活服
务业优秀实践案例集》
中，养老机构安康通和洗
涤服务商翰皇伟业的案例
都 被 列 入 了“ 服 务 创 新 ”板
块。虽然专业化是生活服务业
的发展方向之一，但在充分洞察消费
者需求的基础上，将相关服务集成，丰富
服务内容，延长服务链条，不仅能更好地服务
消费者，还能让企业业绩获得提升。

“链式科技养老”赋能养老服务

两年销量三千万元

新疆面粉品牌
孵化发力提速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两年销量三千多万元，推动 1750 户
贫困家庭增收，生产的新疆面粉长居盒马
面粉销量榜首……这一系列硬核表现来
自新疆阿克苏柯坪县的艾力努尔面粉厂。
“真正好的面粉，随便做一块馕都有
自身的独特香味。”两年前，盒马寻源团队
找到了这个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
百年企业，面粉厂负责人阿地力江·尼牙
孜下定决心，生产线全部采用低温低速石
墨加工工艺，即使产能降低、成本高出同
行两倍多，也要保证小麦的原始风味。而
通过品牌效应和规模化生产，阿地力江的
面粉首次出疆，销往全国。
“从阿克苏机场出来，驱车三个多小
时，遇到公路上有沙尘暴，在车上一等就
是几个小时。”来自盒马寻源团队的采购
爱莎说，为做出一款好口碑的面粉，同事
们已经拜访过全国各地的几十家面粉工
厂了。
在走访中，爱莎发现，现代机械加工
的面粉往往是使用“钢磨辊”精研细磨，机
器运转速度高达 600 转/分钟，温度达到
120℃，蛋白质等物质损失得较快，同时
因为面团的稳定性降低，有的厂家也会通
过添加剂等来增强面粉的柔韧性。
穿越黄沙，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
的这家工厂拥有“低温低速低压加工工
艺”的国家专利。这项技术采用传统石墨
和现代机械的结合，对比之下，石磨机器
转速只有 20 转/分钟，温度在 45℃以下。
避免了高温加工的破坏，保留小麦的香
味，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小麦中的蛋白
质、胡萝卜素等物质。
但是，因为温度低转速慢，需要另外
增加十几道研磨工序。这一道道的环节
都增加了时间成本。
让阿地力江没想到的是，盒马团队还
要增加成本。因为这款面粉将首次离开
新疆，通过盒马门店、天猫旗舰店销往全
国各地，不同于西北地区的干燥，南方往
往潮湿多雨，面粉在和空气接触后容易长
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盒马技术团队与
工厂在进行一系列测试后增加了离心去
虫卵设备，终于解决了面粉的保存问题。
如今，这款产品在盒马的面粉类销售
榜单中长居“冠军单品”宝座。而从 2021
年年初开始，新疆面粉还作为原材料来到
了中部地区的面点加工厂，
“摇身一变”成
为葱油花卷、黑面馒头、戗面大馒头，出现
在了盒马货架上。
随着商品品种的扩充，新疆小麦的附
加值再次得到提升。虽然对品质的坚持
提高了面粉的生产成本，但通过品牌效
应、规模化的生产和产品的多样化，千里
之外的面粉厂预计年收益超千万元，可以
帮助 1700 多户贫困家庭增收。
今年 5 月，盒马宣布成立新品牌孵化
中心“盒马 X 加速器”，打通商品研发、供
应链支持、营销推广等内外部资源，为有
潜力的产品线和商品进行孵化和加速。
业内人士表示，追求品质和消费者价值的
同时，新零售的探路者也在帮助上游农业
生产制造商进行全链路升级，实现制造零
售一体化。

近 年 来 ，养 老 行 业 涌 现 出 不 少“ 专
家”
，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服务或者为政府
提供监管系统等。但这些“专家”所提
供的服务较为单一，未能真正从老
年人的角度为其提供集安全与生
活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
通过实践，1998 年成立
于上海的安康通摸索出了
一 条 新 路 —— 以 居 家
为基础、以社区为依
托、以 机 构 为 补
充 ，构 建“ 链
式科技

看生活服务业如何实现双赢

养老、一院十站万人”的新模式，打造老年人
离不开的生活服务平台，目前已在全国覆盖
23 个省市，
累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2 亿人次。
以“311 邻聚荟”安康通康养驿站为例，这
一站点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华阳街道，今年 3 月
8 日正式营业。街道户籍人口 62402 人，其中
老年人占比达 41.9%，老龄化程度高于上海市
平均水平。
据了解，从“311 邻聚荟”安康通康养驿站
成立初期到运营，都存在诸多困难。例如现
有基础设施建设多符合年轻人使用习惯，适
用老年人生活的硬件设施配置不足；满足老
年人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消费供给不足；
诸多服务未从老年人角度出发，如未考虑老
年人腿脚不好、语言能力降低等因素；老年人
对未接触事物或对不熟悉人员等的接受度不
足，
警惕性较高等。
从与街道的沟通到确定地址、进场装修、
公益活动宣传、实施运营，通过 3 个月的打造，
“311 邻聚荟”安康通康养驿站实现了多项服
务创新。在站点装修方面，装修及空间设计
满足老年人的审美及多样化的功能需求，所
有设施设备均采用适老化产品，包括台阶、扶
手、餐椅、座椅、床位等；在健康管理类设备投
放上，配备了智能化健康一体机、吸氧机、远
红外治疗仪、远红外能量桶、足部按摩仪等，
还提供了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的设施，如棋
牌室、阅览室、多功能活动室等；在人员投入
方面，配备管理人员 1 名、专业医护人员 1 名、
持证服务人员 5 名，并与社区志愿者建立沟通
机制。
对于社区而言，
“311 邻聚荟”安
康通康养驿站创造了四重价
值：其一，社区养老

暑期已至，毕业旅行、亲
子出游正迎来一轮高峰。各大旅游
机构也纷纷开始了密集的营销活动。
近日，携程上线“花样开盲盒 暑你嗨”
活动，共推出“吃、住、玩、飞”四类盲盒，涵盖
美食、住宿、门票、机票等板块，最低售价仅
5.58 元，旨在为游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多的灵
感和优惠。
携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推出的
4 款盲盒分别名为“吃吃吧”
“ 玩玩吧”
“ 飞飞
吧”
“ 住住吧”，囊括“美食、住宿、门票”等主
要旅游度假产品。盲盒依然沿用不约可退
原则，只要开出的产品不满意并未主动收
下，
则可全额退款。
价格便宜是携程暑期盲盒的一大亮
点。记者在携程上看到，门票类盲盒售价为
5.58 元，美食类盲盒价格为 7.78 元，机票类
盲盒价格为 99.8 元。其中，机票类盲盒覆盖
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拉萨等全国 9 个热门
出发地、百余条热门航线。门票类盲盒则可
开出包括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三亚亚特兰蒂
斯水世界、太湖龙之梦动物世界等在内的多
个热门景点门票。
值得一提的是，美食盲盒是携程首次推
出的盲盒新品类，可随机开出上海、成都、重
庆、北京、深圳、西安、澳门等多个城市的火
锅、小龙虾、烤鸭等全国 200 多款美食。这些
美食遍布多家高分餐厅，如上海的黄鱼馆
Jhouse、北京的 1949 全鸭季、成都的廊桥
THE BRIDGE 等均在名单之列。
目前，美食、门票、机票类盲盒已开始售
卖。住宿类盲盒也将于近期上线。如果用
户没有开出心仪产品，还可通过集碎片的方

服务中心，以居家业务为基础，覆盖社区人
群，为老年人提供衣、食、住、行、乐、游、医、养
等全方位服务；其二，
“ 一键通”线上呼叫中
心，老人随身携带“一键通”设备，有任何事宜
都可直接进行呼叫，呼叫中心还提供紧急救
援服务、医疗咨询服务；其三，生活服务平台，
为老人提供餐饮、家政、医护、日间照料等服
务；其四，健康管理平台，目前已为超过 130 位
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日均为 30 位老人提供健
康管理类服务。
案例评价工作组认为，安康通链式科技
养老有三大突出特点：
一是深入社区，使服务的可获得性强，实
现了够得着的服务，
促进了养老方式的转变。
二是从丰富的服务内容到标准化、专业
化提升服务质量，再到机构、社区、居家养老
自由转换的服务衔接，以需求为导向发展养
老服务，
实现了养老服务的多样性。
三是养老生活服务信息平台和健康管理
平台聚集的养老服务加盟，使产业链延长，与
老年人消费相关的饮食、文化、游乐、购物、保
健、家政等也将得到快速发展，为适应老龄化
社会打下养老服务产业基础。

洗护结合全方位一站式服务
皮具护理服务和洗衣干洗服务作为生活
洗涤服务的两大主力一直按各自的轨迹分别
发展，由于两个项目的关联性很强，加上顾客
的需求，
洗护一体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此次入选生活服务业优秀实践案例的翰
诺洗护连锁服务项目，是北京翰皇伟业在十
几年皮具护理生活洗涤服务实践基础上结合
当今市场需求以及对未来行业发展的
预测而打造的洗

护连锁服务新模式，是皮具护理和生活衣物
洗涤服务的有机结合。
据介绍，
翰诺设计了
“5+3”
八大服务板块，
其中，
皮具护理服务（鞋护、
皮护、
奢护、
衣护）和
干洗服务形成五大服务板块，
是洗护店核心服
务项目，
覆盖生活洗护全领域，
满足顾客的所有
需求；
利用洗护店清洗维修优势，
增加手工皮具
西服定制、
洗涤护理产品销售、
二手寄卖这三大
辅助增值服务项目，
以提高盈利机会。
此外，
翰诺还推出了六大运营模式——大
师坐店模式，陆、海、空三店合一模式，养销一
体模式，
网络实体模式，
会员储值模式，
合作共
赢模式。经过实测，
六大创新运营模式帮助门
店年度经营业绩实现了 15%~30%的提升。
洗护一体店在营收上明显高于单纯的干
洗店、皮具护理店。以一线城市为例，单纯干
洗店年营业额为 80 万~100 万元，皮具护理店
年营业额为 50 万~100 万元，洗护一体店年营
业额为 110 万~150 万元。
案例评价工作组认为，全场景服务、全链
路接触、全周期运营是翰诺洗护全方位一站
式生活洗护服务连锁模式的真实写照。翰诺
洗护打造的洗护连锁服务新模式使洗护有机
结合，通过“5+3”八大服务板块覆盖生活
洗护全领域，以及六大创新运营模式，
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使服务更加
便捷、快速、全面、优质和准确，
让生活洗护服务更加贴近
时代，焕发生机。

囊括吃住玩飞 优惠力度大

花样盲盒助燃暑期旅游市场
□ 本报记者 孟

妮

式解锁“回血盲盒”，获得一次免费的抽盒机
会。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沈佳旎表示，暑期是旅游出行的热门时段，
从出行人群来看，
“Z 世代”人群正逐渐成为
其中除亲子客群外不可忽视的一股旅游消
费主力军。他们在要求创新有趣的同时，在
旅游品类中也要求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承
接。消费需求的升级对旅行企业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选择在此时推出旅行盲盒活动，正是看
好了热度攀升的暑期旅游市场。今年端午
小长假期间，门票、租车、主题游等业务已超
越 2019 年同期水平。携程预计，暑期出游
热度将持续上涨，截至 6 月 21 日，携程平台
暑期游搜索量环比上涨 249%，盲盒搜索量
也持续保持热度。
事实上，作为 2021 年中国旅游市场持
续复苏下的现象级营销产品，旅行盲盒已不

是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酒店盲
盒、机票盲盒，不少爱新鲜的玩家都已品尝
过滋味。而推出旅行盲盒的，携程不是独一
份。
暑期前夕，多次引爆全网抢购热潮的同
程旅行机票盲盒活动再度开启。98 元的机
票盲盒可开出单程或往返机票，活动覆盖全
国 200 多个城市的机场。与此前旅行盲盒不
同的是，该活动中加入了用户呼声较高的双
人机票、往返机票和公务舱等“隐藏款”，同
时，同程旅行还借助机票盲盒助力推广红色
旅游目的地。
同程相关负责人表示，同程旅行“机票
盲盒”产品推出以来获得了用户和市场的
广泛认可。不仅准确击中了当代年轻用户
喜欢挑战未知的消费需求，也在历次升级
中始终站在用户角度，切实考虑用户出行
的问题。后续，同程旅行将对每期产品进
行细节优化和迭代，为用户提供更完善的

出行服务，持续占领盲盒类产品的口碑高
地。
不容忽视的是，盲盒营销在勾起消费者
猎奇心、刺激兴奋点的同时，产品质量和后
续服务保障也在考验着旅行平台本身。
携程相关负责人说，
“ 此次携程推出的
盲盒 2.0 活动，平台前期在选品方面就遵循
更精细化的标准，对商品的品质要求更为严
苛，叠加平台多年来积累的优质供应链体系
和高品质服务体系，为用户购买盲盒前后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
”
同程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此次活动，同
程也为购买机票盲盒的用户升级了服务保
障，全部纳入“行程无忧”服务，用户锁定盲
盒开出的机票后，在同程旅行平台预订盲盒
行程前后 24 小时内的接送机、酒店、火车票
产品，如因航班延误或取消影响行程，相关
产品均可免费退改，帮助用户解决出行的后
顾之忧。

助力乡村振兴 促进消费升级

第二十二届中国美食节将在哈尔滨举行
□ 本报记者 阎 密
6 月 23 日 ，记 者 从 中 国 饭 店 协 会 获
悉，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助力乡村振
兴，拉动经济增长，第二十二届中国美食
节暨第七届中国（哈尔滨）国际西餐文化
节、第五届中国餐饮业供应链博览会将于
今年 8 月 20 日至 26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举办。
本届中国美食节以“助力乡村振兴，促
进消费升级”为主题，由中国饭店协会、黑
龙江省商务厅、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办，中
国饭店协会餐饮业事业部、中国饭店协会
会展部、哈尔滨市商务局承办。据介绍，主
展馆展览面积 2.3 万平方米，总展览面积将

突破 5 万平方米，预计总参展企业近 500
家，展位数近 900 个，专业观众预计达到近
3 万人次，
观众人次将突破 12 万人次。
数据显示，2021 年一季度，餐饮收入
10596 亿元，同比增长 75.8%。5 月，餐饮
收入 3816 亿元，增长 26.6%。1-5 月，餐
饮收入 17789 亿元，增长 56.8%。中国饭
店协会会长韩明表示，餐饮业步入快速复
苏通道，意味着住宿餐饮业在新一轮消费
增长中将发挥更重要作用。
作为商务部等部门举办的 2021 年全
国消费促进月活动的重要活动内容，第二
十二届中国美食节将举办第五届餐饮业供
应链博览会、2021 中国餐饮业品牌大会、
“舌尖上的北大荒”技能大赛，以及绿色食

品、食材招商洽谈推介会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为饭店餐饮业、绿色食材企业搭建国内
外交流合作平台。
同时，本届中国美食节还将深入探讨
餐饮业品牌化、连锁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趋势，引导行业把握消费升级和消费下沉
带来的新机遇，通过大力推广地标美食、小
吃等促消费活跃的餐饮品类，进一步激发
地方餐饮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加速餐
饮市场回暖步伐。韩明指出，下沉市场正
成为餐饮巨头加速布局的新战场，给像哈
尔滨这样的城市餐饮业发展和提升带来新
机遇。第二十二届中国美食节在哈尔滨举
办有利于引导餐饮企业把握消费下沉的市
场机会。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品质消
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成为餐饮消费新
的潮流，其中绿色食材在健康消费、绿色
消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绿色农产品加
工业已成为哈尔滨市第一支柱产业，拥有
北大荒、九三粮油、完达山乳业、正大实
业、益海嘉里等食品加工龙头企业 200 多
家。本次美食节将大力宣传哈尔滨“寒地
黑土、绿色食材”城市名片，促进绿色食材
销售，助力乡村振兴。中国饭店协会将组
织哈尔滨市绿色、特色、优质食材供应商，
各类食材供应企业或区、县（市）政府进行
打包招商推介，打造直采直供对接平台，
让更多优质绿色食材从田间走向百姓餐
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