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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
Shi shuo xin yu

E

如今的网红餐饮店，或菜

式新颖，或装修奇特，或风格“小

资”，吸引了很多食客特别是年

轻人前去“打卡”。不过，热度一

过，很多消费者就转向了“下一

家”，这些网红店多数也逃不过

经营惨淡、关门歇业的命运。

仔细分析这些网红餐饮店

的兴衰历程，其优缺点都十分

突出。

网红餐饮店，红在“颜值”

高。很多餐饮店菜式外观的确漂

亮、装饰充满情调、噱头足够多、

环境足够好，这些元素恰恰是年

轻食客喜欢的。相关统计显

示，如今中国餐饮消费人群中，

“90后”“00后”贡献了超过一半的

餐饮订单；消费者选择餐厅的影

响因素中，就餐环境排在首位，

其次是菜品口味、食品安全、

价格因素等。这些年轻人吃饭

前喜欢先拍照、发朋友圈。拍照

的人多了，通过移动互联网、短

视频平台的传播，很多餐饮店因

此成了“网红”。

网红餐饮店，衰在品质

低。如果说一家餐饮店菜式、

装修漂不漂亮是“面子”，那

么味道好不好、价格合不合

理、服务到不到位就是“里

子”了。很多网红餐饮店走向

衰落，热衷于追逐“颜值”占

了很大原因。

消费社会学认为，消费不

仅是经济行为，还具有复杂而

深刻的社会意义。餐饮店通过

各类创新创意行为，吸引年轻

网民关注，并把这种关注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本

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餐饮

店不应仅满足于通过提升颜值

获得的短期回报。事实证明，

由于年轻人消费心理变化较快，

这种回报是难以长期持续的。

中国餐饮业有很多百年老

店，这些店得以传承发展的根本

原因在于其菜品本身的品质和

性价比。要提升品质，需要餐

饮从业者更加关注当代消费价

值观、审美观的变化，比如人们

的饮食需求从以前的“老三样”

转向追求更为多元、全面的健康

饮食结构，饮食环境从干净卫生

转向追求综合性的体验感等。

总的来说，中国正在经历

消费升级，反映在餐饮方面就

是人们对餐厅的期望值在上

升——— 不再是单纯为了填饱肚

子，而是更多地追求用餐的体

验 性 、享 受 性 、独 特 性 、时 尚

性 。因 此 ，只 有 那 些 好 吃 、好

玩、好看、健康的餐厅，才可

能在激烈的餐饮行业竞争中存

活下来。 (彭训文)

网红店，有“颜”更要有“品”

刚刚过去的“五一”

小长假，让人记忆犹新

的，除了增加一天的假期

和各地热门景区人山人海

的景象，还有几大旅游城

市中排队排到几千号的网

红餐厅。

网红店，为何要排这么

长的队，真的有那么多人愿

意等吗？一位曾经排队6小

时的吃货说，她之所以辛辛

苦苦来吃一顿火锅，主要还

是受到了美食公号的诱

惑。不仅如此，为了提升

餐厅人气，有些店长不惜

花钱请托排队。

从汉源书店、千秋膳

房、baby cafe、雕爷牛腩

到卷福和他的朋友们等

等，历数各类网红店，哪

家不是一开始门庭若市，

不久就变得门可罗雀，最

后不得不面临倒闭歇业的

现实，更有甚者还创造出了

火爆24小时就关门大吉的

“最短命”网红餐厅纪录。

对餐厅而言，博人眼

球的主题方式、餐厅背后

的浪漫故事、老板的名

气、充满情怀的菜名以及

打广告、做宣传等本也无

可厚非，然而这些浮于表

面的虚名并不足以支撑起

一家店铺的持久发展，透

过顾客“又贵又难吃”的反

馈来看，营销噱头并不能

弥补菜品本身的不足。

古人言：“食不厌

精，脍不厌细，不得其酱不

食，割不正不食，不时不食，

失饪不食。”对于网红店而

言，营销手段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还是遵循饮食

规律、注重食材质量、精研

烹饪技术、挖掘饮食文化、

继承传统好手艺、创新时

代新菜品、促进推陈出新

等。所谓“酒香不怕巷子

深”，只有餐厅的菜品质优

味美、服务热情周到、价格

实惠公道，才能成为经久不

衰的“网红店”“老字号”，

才能实现基业长青。

（程彦暄）

玩套路的网红餐厅
火不了太久

营商环境国际化

可倒逼我们更多开放

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

化、法治化，是我们建设一切

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

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最迫

切、最务实，同时也是中国进

一步改革开放所需求的。

营商环境国际化可以倒

逼我们更多开放，因为没有

壁垒了，内外资融合在一起

可以更健康发展。同时，营

商环境国际化一定会带来知

识产权保护和人才环境的交

流，使得我们创新驱动发展

得更好。营商环境国际化还

会带动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完

善，使得产业链布局更加合

理、效率更加高，整个经济

就能够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和中高端产品的发展。

——— 重庆市原市长、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

主任委员 黄奇帆

人造肉前景广阔

但不要炒作过头

在谈到改变世界的突破

性技术时，很多人以为比尔·

盖茨会说电脑或互联网，但

他却说，以前首先想到的是

农耕时代的犁，而现在则是

人造肉。

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

安全和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要战略问题，而人

造肉技术为中国农业经济和

食品产业的发展开拓了一个

全新的思路。未来五年后、

十年后，全球最大的人造肉

或人造食品的公司应该出现

在我们中国。但现在，还需

警惕炒作过头了。

——— 知名财经评论员

吴晓波

应继续出台相关措施

提高交通运输体系效率

取消省界收费站并不等

于“高速免费”，只是将收

费站人工收费改成了电子不

停 车 快 捷 收 费 系 统 自 动 收

费，但是舆论仍然还有关于

“高速免费”的讨论，这说

明民众对于高速免费至少是

降费还是有一定的期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高

速 免 费 的 条 件 虽 然 还 不 成

熟，但还应当继续出台相关

措施，提高交通运输体系的

效率，降低民众使用高速公

路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增强

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盘和林

E 笔锋所向

导报讯(记者 王旭光 通讯员

赵文锦)“五一”期间，国网沂源县供

电公司工会举办“中国梦·劳动美·

保安全”庆“五一”职工演讲比赛，激

励广大职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来自各分工会

的10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通过比赛，增强了职工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激发了职工劳动热情

和创造活力，为建设“三型两网”世

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凝聚力量。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拟对从工商银

行山东省分行收购的山东鲁捷机

械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

债权总额19877085 . 31元。其中：

本 金 1 9 4 5 0 0 0 0 . 0 0 元 ， 利 息

427085 . 31元，贷款方式为抵押和

保证。债务企业所在地：山东省

新泰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该债权

的抵押物为泰安大阳机械有限

公 司 名 下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 2 9 4 1 6 平方米 ) 及房产所有权

( 1 7847 . 15平方米)，由借款企业

实际控制人吕风菊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抵押及保证人等详细

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 h t t p : / /

www.gwamcc.com或与我公司有关

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债务减免、协议

转让、拍卖、要约邀请竞价转

让、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及其他

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2019年5月15

日

有效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具体债

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

通知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

裁定书、相关部门产权登记、工

商管理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请投资者对上述资产及效

力自行调查判断并承担购买债权

后可能存在的风险。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

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

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

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尹经理 赵经理

联系电话：0531-82079832

82079635

邮政编码：250001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168号

邮政编码：250001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

人：林经理

联系电话：0531-8207976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导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江红 张劲)日前，国网山东电

科院完成了国网公司2018-2019

年职业卫生管理体系试点建设

工作。

根据试点建设工作内容、要

求，该院技术人员帮助国网德州

供电公司编制完成了《职业卫生管

理手册》。建立了职业病防治责任

制等12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全面

调查了该公司职业病危害情况，开

展了劳动防护用品知识培训，规范

劳动防护用品配备；编制完成了职

业健康监护工作方案。

国网山东电科院：

完成国网公司职业卫生管理体系试点建设

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

举办职工演讲比赛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关于对山东鲁捷机械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网购过后给个评价，这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情。可近年来，“职业差评

师”的出现，却把这锅水搞浑了。这

些人以敲诈为目的，捣乱了网购生

态，对商家和平台造成了干扰。商家

和平台对此痛绝，也在情理之中。去

年，淘宝以恶意评价涉嫌侵权为由，

将3个“职业差评师”告上法庭，就

得到了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也正是因为如此，针对“职业差

评师”现象的治理，舆论场上几乎是

一片赞同声。也有人提出，硬币有两

面，与“职业差评师”相对出现的是

“职业好评师”，同样应当引起注

意。从量级上讲，“职业好评”的现

象比“职业差评”还要泛滥和严重。

而治“职业差评师”很难单兵突进，

既要治“职业差评师”也要治“职业

好评师”，治“职业好评师”也是治

“职业差评师”。

“职业差评师”增加的成本是直

接的，也是可控的。商家不可能无限

容忍“职业差评师”的敲诈勒索，只

要手有证据、告上法庭，基本就会止

损。而各大互联网平台，也给商家提

供了制度出口，帮助商家在遭遇恶意

差评时能有效地进行投诉和举报。

但“职业好评”却不同，商家是受

益者、操作者，很难自动停下来。长

期来看，这会动摇消费者对评价体系

乃至购物平台的信心。一旦信心信任

失去了，这个成本就是无限巨大、无

法承受。

“职业差评师”与“职业好评

师”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是互联网生

态出现病变的结果。评价系统的出

现，让电商诚信实现了可量化，这

是电商平台得以发展的一个重量级

创新成果。可是，当互联网生态出现

问题时，评价体系也就产生了扭曲，

往两个方向发展，分别形成了“职业

差评师”和“职业好评师”。只要还

有“职业好评师”的存在，就说明根

子有问题；而只要根子有问题，对

“职业差评师”又如何才能实现“斩

草除根”？

差评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差评

师；好评也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好

评师。“职业差评师”和“职业好评师”

代表的灰色产业，两者在本质是一样

的，一个是给钱就给好评，一个是不

给钱就给差评，都是不正当得利，都

是互联网的毒瘤。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铲除这个毒瘤，不给灰色产业滋长的

空间。如果说商家出于一己利益，不

从长远出发，只考虑从“职业好评”

中得到眼前好处，那对于平台来说，

千万不能做出养痈成患的事。一旦生

态系统被污染了，想要再恢复一汪清

水，可就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差评师”“好评师”一起治是

个好思路。由于职业好评的泛滥，现

在很多消费者已经产生“好评怀

疑”，如果成为习惯性怀疑，进而对

整个电商产生怀疑，那对这个行业来

说，可就是一个灾难。因此，治“职业差

评”也别忘了治“职业好评”。(乔杉)

对“职业好评师”
也得一起治

近期频繁出现上市公司高

管对公司年报出具无法保证内

容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意见。

继田中精机董事龚伦勇直言公

司年报为“虚假记载”后，掐

着最后时点披露年报的赫美集

团(现*ST赫美)总经理、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管也纷

纷表示，无法保证公司年度报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告是投

资者重要的投资参考依据，真

实、及时、完整的信息是证券

市场的生命线。有必要对市场

反应强烈、涉嫌信息披露违规

的重点公司采取雷霆手段，全

面依法从严追责；完善上市公

司高管的年报披露责任制，确

保信息披露真实性。

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

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

断完善和规范。但另一方面，

频频爆发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违规丑闻，严重打击了投资者

的信心，损害了上市公司诚信

经营形象，也对证券市场的健

康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阻力。

坚守信息披露真实性底线

需要上市公司打心底里尊重投

资者、尊重市场；需要中介机构

切实勤勉尽责、为每一份签字

公告负责；更需要监管层切实

履行监管职责，管到造假的疼

了、耍花招的怕了，才算到位。

治乱需用重典。有必要针

对市场反应强烈、涉嫌信息披

露违规和财务造假情节恶劣的

重点公司，抓紧立案调查。对

于调查发现属实的，应果断采

取雷霆手段，全面依法从严追

责，彻底断绝违法者“赔钱消

灾”的念想。

鉴于此，建议完善上市公

司高管的年报披露责任制，确

保信息披露真实性。如果上市

公司高管没有按照相关法律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职尽责，没

有向投资者公开真实财报信

息，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要

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按照职

责划清责任界限，严肃追责，

绝不能姑息迁就。 (李奕蕾)

E 不吐不快

信披真实性底线必须牢牢守住

现在很多消费者已

经产生“好评怀疑”，如果

成为习惯性怀疑，那对整

个行业都是不利的

只有餐厅

的菜品质优味

美、服务热情周

到、价格实惠公

道，才能成为经

久不衰的“网红

店”“老字号”，

实现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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