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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护航美好生活

据统计，2002年郑州市
首次对火车站周边道路实
行单行以来，先后多次在
交通流量大、交通秩序混
乱、车行缓慢的区域实行
单向交通。这些区域
路口通行能力单行后
提高 40%，行驶时间
缩短 35%，事故减
少50%。

郭 睿 是 郑 州
市 交 警 支 队 的
一名交通管理
工程师，从事
道 路 单 行
研 究 多
年 。“ 从
路网结
构 改

变、汽车数量猛增的现状来看，在短期
内无法实现道路资源大幅增长的前提
下，实施单向交通是解决城市交通拥
挤较为直接有效的办法。”

单行道路是否越多越好？河南警
察学院交通管理工程系孙振东博士
说，单向交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缓解
交通拥堵方法，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如
对周边居民出行和商家势必造成影
响。单行道并不是越多越好，要根治
交通拥堵，需要交通管理的精细化和
智能化，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建立立体
交通体系。

近年来，郑州市相关部门为深入
推进城市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及拥堵治
理作出了不懈努力。但随着城市规模
扩大，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有效治
理城市交通拥堵，对城市管理者是一
种考验。③4

单行道
能否“治愈”拥堵？用法律制止“舌尖上的浪费”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周青莎

经常刷视频网站的人会发现，吃播成为
近两年很火的一种网上直播形式。然而，随
着节目的火爆，“画风”渐渐变了味儿。一些
主播以挑战超出常人的食量来吸引流量。
据媒体爆料，这些“大胃王”一人吃多份食
物，其实还会偷偷吐出来，好好的饭菜都被
浪费了。此外，餐饮浪费还经常发生在饭店

的宴席上，客人走后，剩下成盘的食物
只能被倒掉，实在令人心疼。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
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
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对此，我国法律有哪些规定？如
何用法律手段制止“舌尖上的浪

费”？8月13日，记者采访了
部分法律界人士。

省 法 治
文化基层行
活动民法典
博士宣讲团
成员郭高峰
介绍，我国宪

法第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国家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农业法第三十六条中也规
定，国家提倡珍惜和节约粮食。在明年即
将实施的民法典中，“绿色原则”更是明确
出现在总则第九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
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此外，民法典另一条与禁止餐饮浪费行为
相关的是合同编中的第五百零九条第三
款，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
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民法典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
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但是浪费粮食就是
浪费资源，吃播‘大胃王’的浪费行为明显
违背了民法典的原则和精神。”郭高峰说，
如果这种做法是靠吸引眼球谋取商业利
益，目前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法、广告法等
法律加以约束，或者由市场和网络监管部
门对其行为进行处罚。

在一些高档酒店和自助餐厅，会有这
样的提示：“适度取餐，谢绝浪费”，有的餐厅
甚至规定，剩餐超过一定克数另外收费。陈
先生就曾经因为在五星级酒店吃海鲜自助
餐时剩下的食物过多而被要求加钱。

“消费者和餐饮企业在餐饮服务合同
履行过程中，应当遵循绿色原则，避免浪费
资源。就餐过程中的故意浪费行为是违反

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的。”省高级人民法
院民二庭法官王福蕾说，民法典中关于
节约资源、避免浪费资源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不但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
动所应当遵循的原则，也是法官在司
法实践中进行法律适用、价值判断
和选择时应当充分考量的。

“针对浪费粮食的行为，我国
还需要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来进
一步细化。”郭高峰说，比如餐饮行
业的浪费问题，应明确消费者和
餐饮经营者的“绿色权利”和“绿
色义务”的具体内涵，界定“餐饮
浪费行为”，明确餐饮经营者在
消费者出现浪费行为时，享有
拒绝提供餐食服务的权利等。

除了倡导广大消费者自
觉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节
约用餐，专家们还建议餐饮
企业用灵活节约的方式提供
服务，比如将菜的分量分成
大中小份或半份，根据实际
需求进行销售，更多地承担
起企业在节约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中的社会责任，而不
只是追求商业利益。③8

□本报记者 李凤虎

8月16日起，郑州市中心城区6条道路部分路段正

式设为单行道。

据郑州交警部门统计，自2002年以来，郑州市相继

在四五个区域实行了单向交通管理，目前，该市的单行道共

有61条，金水区和二七区最多。单行道，究竟能否“治愈”交

通拥堵城市病？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8 月 18 日 8时早高峰，记
者实地探访经五路和经六路调
整后的单行情况，看到这两条
道路车辆通行顺畅，路口都有交
警在执勤。在金水路与经六路
交叉口东半侧摆放了反光锥，避
免金水路由东向西方向的车辆
向经六路右转闯单行。

为什么要对经五路和经六路
重新调整单向交通组织方式，郑
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科研所负责
人介绍，早在2010年，郑州交警部

门就将纬一路、纬三路、经五路、经七路
设置为单行道。随着该区域机动车流
量逐年增长，金水路东向西方向车流在
紫荆山立交至经七路上桥口段存在多
处拥堵交织点。通过对多方案进行比
选，以尽量减小对周边交通影响为目
标，决定对经五路和经六路部分路段重
新调整单向交通组织方式。

“经过局部交通组织调整，经五
路、纬三路、经六路、纬一路等道路围
合区域形成了单行交通闭环，减少了
主干道交通流量。”这位负责人说。

对于利用单行来缓解交通拥
堵，社会各方看法不一。

郑州市交警支队科研所民警
谢留宏说，通过实施区域单向交通
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主
次干道交通压力，同时在部分符
合条件的路段设置了路侧平行停
车位，缓解了部分停车难情况。

郑州市民王先生说，在车流
量大的道路实行单行，能够有效
缓解交通拥堵。“改单行后开车
出门顺畅了”。

“回家需要绕行一大圈，

出行不太方便。”私家车主李先生认
为，单向交通增加了车辆的绕行距离
和经过交叉口次数，从而引发主干道
车流量增大，会让主干道更加拥堵。

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认为，城市的
交通管理不是路口增加几个红绿灯、
设置几条单行道这么简单，治堵最重
要的是要提高交通管理水平。

经营服装生意的商户朱女士认
为，实施单行道应该考虑各方面的综
合效益，道路确实畅通多了，但通行不
便会影响沿街商铺的生意，对沿街经
济发展不利。

单行道为何调整

单行道缓堵各方看法不一

单行道并非治堵的“万能药”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8月 18日，郑州银基动物王
国正式开业迎宾。该园区是河
南省重点文旅建设项目，斥资
50亿元，占地 57万平方米，
拥有 3000 余只珍稀野

生动物。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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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会战 出彩仰韶”系列报道之三

□申明贵

疫情突然暴发，造成了诸多消费
场景消失，更导致了酒业营收急剧下
滑。

对仰韶酒业来说，更是如此。面
对疫情影响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
西北彩陶坊中心紧紧围绕渠道商、经
销商、专卖店、企业等核心客户，勇创
新、重管理、强服务、拓渠道，在抢场
景、抢市场上伺机进行逆势突围。

勇创新 强服务 抢场景 寻突破
逆势重压下，市场营收跑出

振兴“加速度”

自6月以来，西北彩陶坊销售中心
先后举办了近 100 场客户联谊会，稳
固了原有核心渠道、客户基础上，还开
辟了新渠道，发展了新客户，实现了市
场深耕。

为了从市场中找到真正的消费
者，践行精准营销的理念，西北彩陶坊
销售中心精心谋划，以“请进来、走出
去”的方式，与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
司、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洛阳
龙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新乡市九豫
全食品有限公司等 40多家企业，进行
了深层次互动，以建立事业共同体的
方式实现抱团发展。

同时，自营销服务精细化创新开
展以来，西北彩陶坊销售中心紧密围
绕消费者，以各种情感连接的方式，与
广大消费者进行了有效沟通，除了扫
红包、公益代驾外，还在三门峡、新乡、
安阳、南阳、西安等市场的终端店，开
展了购彩陶坊地利“砸金蛋”活动，仅
洛阳、济源两个市场，就有近 2000 家
终端渠道商参与。

此外，借火爆的夜市消费场景，西
北彩陶坊销售中心以接地气方式进行
有温度的体验式营销，在营收上取得
了不小的成绩。

让人惊喜的是，截至目前，西北彩
陶坊销售中心在市场营收上，实现了
同比近 40%的增长，成为酒业市场中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然而，西北彩陶坊销售中心有何
办法还能维持高速增长，维持增长的
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呢？

管理促营销 创新强服务
服务助深耕 深耕助突围
围绕营销进行管理创新，围

绕市场进行模式创新

西北彩陶坊销售中心在文化赋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紧密围
绕一切为了营销进行管理服务的精细
化创新。

首先，在管理服务的精细化创新
上，西北彩陶坊销售中心紧密围绕强
服务展开。

在西北彩陶坊销售中心看来，相
对管理来说，营销服务创新显得更重
要，服务精细化的创新，应在管理上寻
求突破。

其间，西北彩陶坊销售中心，在强
化营销、提升服务过程中，对管理制度、
机制等，进行了彻底调整，凡是不利于
营销，不利于服务市场、客户、消费者
的，不利于提高效率较低成本的管理细
节，都是进行服务创新的对象。

通过管理服务优化、升级、创新，
除了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了成本外，

还在加强团队归属感、幸福感的基础
上，强化了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提升
了服务市场的能力。

其次，有了高效、低成本的管理
后，通过营销服务精细化，强化服务意
识，提升服务能力，便成了营销服务创
新的重中之重。

之前，为了市场深耕，为了能给客
户提供优质服务，仰韶酒业精心打造
了“彩富俱乐部”。

“彩富俱乐部”的会员以渠道商、
经销商、零售商、企业客户为主，组成
了一个合作共赢的商业机构。

为了深耕市 场 的 需 要 ，围 绕 广
大渠道商、经销商、专卖店、超市大

卖场，西北彩陶坊销售中心对之前
运营的“彩富俱乐部”，进行了模式
创 新，完成了从 1.0 版到 2.0 版的升
级。

从西北彩陶坊销售中心获悉，以
“优渠道”“优运营”“优体验”为特点的
营销服务创新，紧密围绕“彩富俱乐
部”展开，而向渠道端、消费端的纵深
推进，则是营销服务创新的方向。

不管是渠道商，还是经销商、大企
业客户，只要加入了“彩富俱乐部”，成
为核心会员，除了可以享受专人对接
服务外，还可以借助优越的品鉴政策、

“三宴三会”政策等，争取更多的资源，
以配合市场营销。

比如，在疫情暴发后，广大渠道
商、经销商等核心客户，顿时陷入生存
危机，为了给他们排忧解难，西北彩陶
坊销售中心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
途径，为核心客户采购防疫物品，同
时，还利用建立的核心客户群，策划线
上的产品促销活动，通过秒杀、抽奖等
活动，帮助经销商去库存。

在对核心客户的帮扶中，西北彩
陶坊销售中心不知不觉与他们建立了
情感连接，收获了信任，实现了事业共
同体的打造。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想实现营
收的逆势增长，形成突破，必须还得在
开拓新渠道、发展新客户上，形成大的

突破。
其三，疫情影响下，西北彩陶坊销

售中心开拓新渠道、发展新的投资者，
通过壮大“彩富俱乐部”的方式寻求市
场突破，比如，借助企业互访的形式，
不仅精准地推广了彩陶坊，还开拓了
新渠道，发展了新投资者。

未来，西北彩陶坊销售中心整合
更多优势资源，推出更多惠商政策，尽
可能向能力型、服务型经销商和优秀
经销商倾斜，与他们实现品牌共振、发
展共赢。

最后，为了深耕市场，西北彩陶坊
销售中心坚持营销服务创新从“心”出
发，引导高地市场消费偏好，做好中高
端消费者培育、引导。

除了西北彩陶坊中心市场外，战
略核心郑州市场、彩陶坊华东市场等
其他板块，通过客户联谊会、夜市消费
场景卖酒、大客户营销等方式，在深耕
市场上同样取得了突破。

作为“2018再出发”十年战略、二
次创业的加速年，仰韶酒业在 2020年
里，必须从疫情影响和市场竞争的双
重压力下，实现突围。

未来，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一庄
五园”战略的快速推进，定能为仰韶酒
业的快速增长增加强劲动力，也定能
为豫酒振兴，贡献一份更强劲、更磅礴
的“仰韶力量”！

管理促营销 创新强服务 服务助深耕 深耕助突围

仰韶酒业坚守营销管理精细化创新，谋求市场销售的逆势突围
——西北彩陶坊中心深耕市场纪实

热闹的彩陶坊地利“洛阳陶香之夜”现场

开园当天迎来众多游客⑨6

“动物百脑汇”表演精彩纷呈⑨6

园内的白虎⑨6工作人员与游客互动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