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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财富

本报泰安 7 月 28 日讯
(记者 刘慧娟 通讯员
吴修刚 王金山) 28 日，
泰山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举办“载人航天精神报告
会”，公司一千余名干部职
工听取了原中国人民解放
军航天员大队大队长申行
运所作的报告。

据悉，本次报告会是泰
酒集团 2011 年“全员培训
月”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完成了感恩、责任、领导
力等一系列课程之后，该公
司邀请中国航天基金会的
有关领导对中国载人航天
精神作专题报告，以激发全
体员工强化艰苦奋斗信念、
强化奉献精神，为泰酒人奉
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航天
精神报告会。申行运是原中
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大队长，全程负责了我国首
批航天员的选拔，航天员大
队的筹备、组建工作，并自
1996 年以来 13 年多的时间

中担任航天员大队主管领
导。他在报告中就我国载人
航天的发展概况和航天员
的选拔、训练与生活等细
节，一一进行了讲解，使大
家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和航天员的工作、生活有了
更进一步的了解。

据了解，泰山酒业集团
公司在今年年初成为中国
航天事业合作伙伴，泰山五
岳独尊酒成为中国航天唯
一专用庆功酒，泰山特曲成
为中国航天专用白酒，航天
已经成为泰山品牌的象征
和代言人。同时，泰酒集团
将载人航天精神与企业精
神紧密结合起来，用航天员
高度的自律精神、吃苦精神
和奉献精神来打造泰酒企
业文化。另外，公司与中科
院联手，借助航天的高科技
开展科学研究，已经过批准
把酿酒菌种和窖泥由神舟
八号飞船带入太空，以期为
企业发展带来新的突破。

本报讯 7 月 27 日，在
“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
际，由泰前街道办事处金山
社区和泰山长安园共同主
办的纪念建军 84 周年文艺
演出在泰山长安园园区举
行。

27 日上午，文艺演出在
热烈、和谐的气氛中进行，
金山社区艺术团 40 余人精
心准备，为大家带来了舞
蹈、歌曲、京剧、诗朗诵等文
艺节目，奉献了一道精美的
文化大餐。女生独唱《万泉
河水清又清》、京剧《沙家
浜》、《打靶归来》、《闪闪的
红星》等节目深受喜爱，现
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演

出结束后，金山社区群众代
表和社区艺术团在军魂园
举行敬献花篮仪式，随后艺
术团合唱《英雄赞歌》。

据了解，泰山长安园集
泰安革命烈士陵园第二墓
区于一体，建有军魂园、遗
体捐献纪念园和泰山名人
纪念园，承担着为广大人民
群众服务和安葬革命烈士、
革命军人的双重社会职能。
为纪念建军 84 周年，金山
社区选择在泰山长安园园
区举行这次文艺演出并向
落居的老军人敬献花篮，目
的就是重温革命先辈们激
情燃烧的峥嵘岁月。

(李诚春)

航天精神与企业精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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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社区艺术团开进泰山长安园

高温催热
“上门经济”
泰城商家纷纷推出外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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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夏日，酷暑难耐。高温虽打
消了不少市民出门的念头，但
众多商家上门服务却日渐升

温，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吃喝问题，点
点鼠标就可等待选购的物品送货上
门，甚至是有机蔬菜都可以上门送。

“三伏天”带给人们的不仅
仅是高温酷暑，它也以最快的
速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28 日中午，在一幢写字楼
里工作的市民岳淑梅，正和同
事商量着找哪家餐饮外卖来订
餐。“外面太热了，就想躲在可
以吹空调的办公室，但又得解
决午餐，所以我们就考虑到订
外卖。”岳淑梅的同事王强说，
公司附近只有两家大型酒店，
对于上班族来说实在太昂贵，
而订外卖却是一种经济且便利
的方式。“价位经济也是一大亮
点，几块钱不出门就可以解决
吃饭问题，的确是很受上班族
的支持。”岳淑梅的同事王娟
说。

在虎山路一家写字楼前，
乐福快餐外卖员工于先生提着
满满一大箱盒饭准备进楼送
餐。“放在平时，我们店两个员
工就完全可以满足送餐需求，
现在餐厅又多派了两位员工一
起送餐，所以说天气越热我们
的生意就越好，而且大多数都
是不愿意出门买饭的上班族。”
于先生边擦汗边说。

因酷暑导致外卖等上门服
务火爆，也是众多外卖餐馆的
普遍现象。“我们的订餐标准从
8 元到 50 元不等，平时基本上
都是订 10 元的标准餐，但进入
夏季后，尤其是“三伏天”期间，
业务量提高了 40% 左右，而且
多出来的这些大都是家庭订
餐，平时难得一见的 50 元标准
订餐也出现了不少，夏天是外
卖市场的重头戏之一。”专门做
快餐外卖的同福外卖配送公司
经理吴伟说。

28 日中午，记者来到时代
佳苑附近，看到一家桶装水店
的工作人员正往运输车上搬运
桶装水。“以前都是供给单位和
公司用水，最近一段时间家庭
用户一下子来了十几个订单，
记得以前一个家庭每周也就一
桶水，现在每周送水的情况明
显增加了不少。”桶装水店老板
王先生说。

高温导致的上门经济，不
仅在消费者的饮食方面，更有
一些特色上门服务也开始忙个
不停。记者从泰山啤酒市场部
了解到，泰山啤酒在 7 月 6 日
也开始推出了啤酒加急送的服
务项目，仅需一个电话，新鲜的
原浆啤酒便可以送到家，不仅
照顾了高温下不愿出门的消费
者，又可以消除那些夏季啤酒
爱好者的烦恼。

天气越热

外卖生意越好

对于高温影响人们外出就
餐等问题，众多商家也早已瞄准
商机。近几年，泰城可以提供上
门服务的餐饮业就有几十家，如
何更好地抢占外卖市场成为众
商家考虑的头等问题。记者走访
中发现，一些商家早已开始改革
推新，将外卖市场做大做强。

“其实泰城的外送市场潜力
非常大，以往的一两个厨师和几
个外送员也需要进行改革，因为
现在提供外送的餐厅已经非常
多了。”同福外卖配送公司经理
吴伟说，从 2008 年开始正式进
入外卖市场一直到现在，所有的
外卖餐饮行业几乎都是同一种
套路。“想把外送这种形式做大
做强，就得转变经营模式，以前
我还有个饭店，后来直接抛弃了
饭店专门以外卖为主，而且进驻
各大企业和公司餐厅，做到强强
联合。”吴伟说。

而对于改革推新的外卖行
业，如何更好地让消费者认可，
也是多数餐饮行业考虑的问题。

“从进货到外送，每一个环节都
有监控，而且材料都是从大型超
市进货，在源头上保证食物的质
量，只有质量上得到认可，才会
有更大的市场。”同福外卖配送
公司经理吴伟说。还有一些餐饮
企业表示，宣传以及服务质量上
均要提高。“以前都是餐饮店附
近的小区来订餐，后来通过网络
以及宣传单，加大宣传力度，毕
竟前提是得让消费者知道有这
家外卖店才可以。”乐福餐饮工
作人员于先生说。

新的模式探索可以给餐饮
外卖行业带来专业化，同时也是
抢占商机的重大条件。文化东路
一家小夫妻饭馆老板杨东表示，
现在泰城的外卖，普遍都是饭店
延伸出来的附加业务，真正谈得
上专业做外卖的也仅是极少数，
有些外卖店甚至只有一个厨师、
一个员工就开始营业。“现在餐
饮店已经逐步转向专业做外卖
为主了，以专业和质量为保证才
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可。”杨东说。

在如今的泰城餐饮市场下，
上门服务经济开始 PK 传统营
销模式，注重便捷、迅速以及人
性化服务也是众多商家的目标。

对于这一商机，东方学院宣
传中心聂圣军老师谈了他的看
法。“市场规律就是这样，有需求
就会有市场，新的生活方式、社
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出现，都将
衍生出新的经济现象、消费方
式。而上门经济也从各个方面带
给我们方便与快捷，这些都是上

门经济不可否认的益处。”聂圣
军说。

而对于这种新型化经济模
式的建议，聂老师说：“现阶段的
外卖模式，多停留在初步探索的
阶层上，所以改变传统模式，开
拓思维，不被传统束缚，完善的
售后服务和品质保证，将成为众
商家值得去思索的问题，将上门
服务打造得更为专业，赢得消费
者认可，是未来众多商家的发展
趋势。”

需求越来越多，

专业化餐饮外卖是趋势

小外送大市场，
商家看好前景改革推新

同福外卖配送公司的员工正在送餐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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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联通“沃家
庭”推出固话手机 0 月租、
家庭成员间互打免费、市话
长途一个价等优惠，将省钱
做到了极致。

泰城市民李倩倩一家
三世同堂，父母退休在家，
女儿远在大连上学，作为工
薪族的她，每花一笔钱都会
精打细算。虽然通信资费不
断降低，但把全家所有的通
信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其中很大一部分
花在给女儿打长途了。而

“固话、手机 0 月租”、“家庭
成员间互打免费”、“手机固
话共享时长”、“市话长途一
个价”——— 联通“沃家庭”一
问世，就把“省”字做到了极
致，彻底解除了李女士的烦
恼，深受她的喜爱。

“‘沃家庭’分为 AB 计
划，通过 A 计划‘宽带+固
话+2G 手机’、B 计划‘宽带
+固话+2G 手机+3G 手机’
的捆绑组合模式，为客户提
供亲情沟通的无障碍家庭
信息化平台。”泰安联通相
关负责人说，为实现“亲情
沟通无极限”，他们从谱写

“省钱三部曲”开始入手。首
先是家庭固话、手机不再收

取月租。以往固话每月都会
有 18 元的月租，手机根据
套餐不同，有的也会有月
租，而“沃家庭”实现了固话
手机 0 月租的真正惠民，打
多少电话花多少钱。其次是
全家人互相拨打免费。通常
情况下，家人间的通话占据
了话费的很大部分。成为

“沃家庭”的成员后，家庭成
员间的所有本地通话全部
免费，一家几口可以放心互
打电话，不用担心浪费钱。
月租、家人间通话优惠都有
了，最令人头疼的长途话费
成为“省钱三部曲”的压轴
戏。“不用参加长途优惠包，
没有闲时忙时之分，‘沃家
庭’计划中的手机拨打长途
和市话一个价，每分钟一毛
五。没有任何月功能费，这
是最省钱的长途套餐了。”
泰安联通相关负责人说。

不仅能节省话费，“沃
家庭”还能为客户带来交费
上的便利。由于“沃家庭”采
用合账交费的方式，一次交
费可让固话、宽带和手机共
享费用，避免了单独交费容
易造成交费不及时，最后停
机影响正常通信的麻烦。

(高玉洁)

联通“沃家庭”AB计划真实惠

家庭成员互打电话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