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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探迹科技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启动“芒种行
动”，通过发挥探迹科技的技术优势和行业经验，帮
助企业从传统销售模式向智能销售模式转型升级，
携手客户共同打造开放共享的智能销售业态。

广州探迹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高级产品
总监黄俊强表示：“智能销售是一种利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全面赋能的销售模式，需要企业改变传统思
维，从营销端、销售端、服务端拥抱数字化销售，从而
实现组织与经营模式升级。”

“芒种行动”主要包括三大举措。首先，行动将
为企业搭建两年专属成长计划，内容覆盖客户画像分
析等基础性工作、销售团队的搭建与培训、订单高效
转化以及信息化进阶等诸多方面；其次，将在全国各
地建立100个“名企学习基地”，为各地企业搭建一
个优化供应链、调整业务结构、提升企业管理能力的
学习平台，帮助企业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再次，将
打造探迹优商培育体系，为企业提供高阶增值服务
以及供应链整合机会，从团队管理、平台运营、影响力
打造、资源整合等多个维度帮助企业成长、提升。

据了解，探迹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国内领先
的智能销售服务提供商。公司一直致力于利用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全面提升企业销售效率，目前共服
务超过4000家企业，其中既包括阿里巴巴、中国移
动、浪潮等大型企业，也包括大量中小企业。

“智能销售要依靠技术支撑，也就是要利用好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一直是探迹科技的优势所
在。”黄俊强说，探迹科技通过不断挖掘、分析全
网信息，已构建出覆盖全网超过1亿用户的全量
企业知识图谱，并在此基础上结合NLP、机器学习
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为ToB企业提供从线索挖
掘、商机触达、客户管理到成单分析的全流程智能
销售服务。

“我们推出的智能销售云平台覆盖各行各业，拥
有丰富的数据，还有高超的算法建模能力。这些对
于销售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同时，探迹智能销
售云平台的数据高度融合，不仅打破了数据孤岛现
象，而且还能释放出超乎想象的数据生产力。”

探迹科技推出“芒种行动”

打造智能销售生态
本报记者 庞彩霞

近年来，植物肉概念
火爆。作为全球食品行业
头部企业，美国嘉吉公司
也推出了植物肉系列产
品，并发布植物肉品牌“初
食素启”，计划于6月底亮
相中国市场。

不断在中国市场推陈
出新展现了嘉吉积极融入
中国市场的态度。早在3
月初，嘉吉在中国的40余
家工厂就已全部复工复
产，目前大多接近满负荷
运转。嘉吉中国区总裁刘
军表示，中国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发展潜力巨
大。随着疫情在中国逐步
得到控制，复工复产持续
推进，经济活力逐渐恢复，
消费市场趋于活跃，加之
经济结构优化、营商环境
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积
极因素正在增多。“嘉吉加
大中国业务发展力度的决
心和信心都没有受到影
响，新的创新项目与投资
计划正在开展中。”

过去一年间，嘉吉在
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总额累
计超过29亿元：2019年2
月份，宣布在上海开设亚
太地区首个个人护理研发
应用实验室；2019年3月
份，宣布投资超2亿元，在
江西宜春启动饲料预混料
项目；2019年 4月份，宣
布在吉林省松原市投资7.5亿元，为在当地运营多
年的大型单体玉米精深加工厂——嘉吉生化（吉林）
有限公司扩能；2019年6月份，宣布投资3.38亿元
扩建的安徽滁州动物蛋白深加工二期工厂正式投
产；2019年12月份，宣布投资16.45亿元用于河北
嘉好粮油二期扩建项目。

刘军表示，中国是嘉吉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市
场，在中国市场发展并取得成功对嘉吉至关重要。
数据显示，2018至2019财年，亚太地区成为除北美
地区外对嘉吉全球业绩贡献最大的市场，且中国在
亚太地区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嘉吉在中国的
业务几乎涵盖了嘉吉全球所有业务单元，除生产及
销售外，越来越多的研发中心和区域性业务共享中
心也落户中国。

刘军表示，中国农业和食品行业市场空间巨
大。嘉吉一直高度关注中国市场需求变化，并作出
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整与创新。

“受疫情影响，近期人们在饭店等场所的消费减
少，外卖业务上扬。企业要根据这些变化调整供应
链，及时满足消费者需求。”刘军说，“中国市场发展
迅速，不断涌现出新的机遇。嘉吉一方面会将全球
运营经验、技术积累等带到中国，另一方面也会不断
向中国市场及企业学习，开展创新尝试，探索公司整
体发展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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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兰州单次方量最大混凝土筏板
浇筑完成；5月27日，甘肃最大规模城市商业
综合体工程地下主体完工……疫情期间，由中
铁二十一局承建的兰州中央商务区与轨道交
通甘肃省政府站结合建设工程项目，防疫施工
两不误，经受住了大考。

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30米、总占
地面积3.7万平方米、高度265米的兰州中央
商务区与轨道交通甘肃省政府站结合建设工
程，由地上47层框架主塔楼和钢筋混凝土结
构裙楼以及3层地下室组成。

用5个月时间，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完成
2232根钻孔桩施工，将一根根桩基嵌入地下
32米的深度，难度可想而知。

项目工程部部长梁凯告诉记者，“降水”是
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降水”不到

位，桩基就很难成孔，且会对已经成孔的桩基
造成影响，给后续超高层施工留下隐患。如果

“降水”过位，则可能危及正在运营的地铁线
路。“这个度非常重要，差一点都不行。”

负责生产的项目副经理夏长青清楚地记
得，项目西区土方刚刚开挖时，曾经出现过一
次险情。他们在例行监测过程中发现，由于基
坑裸露时间较长，桩顶水平位移了2厘米至3
厘米，铆锁发出异响，且出现局部变形。

预案紧急启动。在交管部门配合下，他们
迅速疏散了现场人员及周边群众，并立即调集
6台挖掘机、20辆土方车到达现场，为“反压堆
载”赢得了宝贵时间。

夏长青回忆说，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第
一，施工场地狭小，基坑边缘与防护围挡之间
仅有2米距离。通过协商，他们在交警部门协

助下临时扩建了施工场地，并为大型施工运输
车辆办理了市区通行证。第二，弃土运距过
长。工程总计需要运送24.8万立方米弃土。
从2019年6月份至今年3月份，19台挖掘机
同时作业，40多台渣土车循环忙碌，将一车车
弃土拉运到20多公里外的青白石大狼沟弃土
场。第三，工期异常紧张。受疫情影响，节后
工人迟迟到不了岗，耽搁了45天工期。为兑
现工期承诺，项目部逐一联系家在外地的劳
务人员，并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租用客运大巴
将大家安全接回工地，经过隔离后立即返岗。

项目经理陆超的“小家”距项目部这个“大
家”只有15分钟路程。为随时掌握工程进展
情况，他3个多月没有踏进家门一步；家在兰
州的夏长青长时间回不了家，每当想儿子了，
就只能通过电话听一听小家伙咿咿呀呀的学

语声；新分配来的5名大学生，在老师傅的带
领下，身兼数职，既管测量，又管“放线”，同时
还要兼职当记录员、技术员……

“中铁二十一局是一支享有盛名的铁军，
为兰州市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业主
单位兰州轨道交通公司总经理冯世川在封顶
仪式的致辞，让参建人员喜极而泣。

疫情期间，防疫是大考，如何交出令人满
意的工程答卷同样是大考。受疫情影响，从
业主到监理再到建设管理部门，曾经有80%的
同志认为，中铁二十一局不可能如期完成任
务。面对各方质疑，项目部从内部挖潜入手，
创新管理模式，采取一切办法调动参建员工的
积极性。关键时刻，从集团公司领导到工程公
司负责同志再到普通职工，大家加班加点，鏖
战不休，提前4天圆满实现了既定封顶目标。

防疫是大考，工程同样是大考——

中铁二十一局交出满分答卷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张兰忠

“疫情给全球旅游业带来了巨大挑战。”
携程董事会执行主席梁建章日前在谈及今年
一季度业绩时表示：“国内旅游市场在2月份
触底，此后一直保持稳定复苏态势。最近几
周，由于我们及时开展产品创新活动，高星级
酒店复苏程度明显超过其他业务。我们相
信，随着疫情影响消退，旅游业将最终恢复并
达到新的高度。”

历时3个月鏖战，国内旅游业走过漫长坎
坷的“V字”谷底，终于迎来“花期”，国内多地
游客信心指数大幅“回血”。来自携程大数据
平台“旅行观察家”的调查显示，海南游客信心
指数回升至90%，四川回升至82%，江西为
80%，云南、深圳皆超过70%……从疫情暴发
之初“退单像雪片一样压来”到旅游业复苏，携
程正在努力与整个行业一起“拼出个好未来”。

艰难时刻

时至今日，阅读携程年初的“战疫时间
表”，记者仍感心惊胆战，那是怎样一个艰难时
刻啊。

1月20日，携程内部在评估疫情影响后紧
急启动SOS应急机制；1月21日，携程推出“武
汉相关消费者无损退订”政策；1月22日，携程
酒店连夜上线“安心取消保障”计划，携程
CEO孙洁直接与希尔顿、香格里拉、万豪等几
家头部酒店连锁品牌商谈，呼吁国内外酒店共
同参与；火车票、机票免费退票服务也同步推
进。那几日，携程机票日处理退票订单几乎每
天都超过百万单，携程接线员全员24小时无
休，硬是扛过了洪水般的退订潮……资料显
示，携程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净营业收入为
47亿元，同比下降42%，环比下降43%。数据
无情，显示了年初的步履维艰。

1月29日，携程启动“门店关怀计划”，对
旗下8000家门店减免3个月管理费；随后又
宣布，疫情大体结束后，对参与“安心取消保
障”计划的酒店投入亿元级营销资源支持，并
实施“酒店充电计划”；2月5日，宣布推出“同
袍”计划，面向其平台上的机票、酒店、旅游度
假等领域合作伙伴推出10项具体措施，投入
10亿元合作伙伴支持基金和100亿元额度小
微贷款。

既能同甘苦，更能共患难。疫情面前，携

程显示出行业龙头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回顾这一历程，孙洁说：“危机总会过去。

携程有强大的资金储备，有实力渡过难关。未
来，我们将继续提升服务、产品、技术及品牌形
象，并与员工及合作伙伴一起积极应对挑战，
引领中国旅游业蓬勃发展。”

“花式”复苏

在艰苦战“疫”的那段日子里，携程倡导平
台上百万家供应商伙伴一同苦练内功，并免费
开放了携程大学、携程酒店大学、携程旅游学
院的2000门精品课程。

携程上海人民广场营业部负责人邢豪斌
回忆说：“2月5日，2000门精品课程一开放，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就登录APP‘充电’，为疫情
结束后的业务重启积蓄力量。”

3月5日，携程又推出了一项具有标志性
的旅游业复苏计划。当天，携程召开线上发布
会，宣布启动“旅游复兴V计划”。公司承诺，
联合百余个旅游目的地以及众多行业品牌共
同投入10亿元复苏基金，共促旅游消费，振兴
疫后旅游经济。

孙洁在发布会上表示：“‘V’代表触底反
弹，也象征着行业对未来的信心。今天，我们遇
到了‘惊蛰’，春雷乍动。不过，这同时也意味着
天气要回暖了，万物迎来生机。面对疫情，我们
不能消极，更不能满足于被动应对。我们倡议
全行业通过自己的努力制定当下及今后的精准
策略，共同迎接旅游经济振兴的春天。”

也正是在此时，直播进入了梁建章的视野，
善于捕捉机遇的他随即推出了“携程BOSS直
播”项目。从3月份至今，梁建章一共做了10多
场直播，不仅取得了超4亿元GMV的好成绩，
还有效助推了高星级酒店行业复苏。

在直播中，素有“学者型商人”之称的梁建
章褪去了平日的低调，造型百变、妙语连珠，加
上大幅度的价格优惠，一时间，“BOSS直播”
风头强劲。

梁建章的直播间是“移动”的，每到一处总
有一个固定行程——与当地政府会谈。第一
站——海南，他与海南省省长沈晓明见面，双
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第二站——贵州，他
又与贵州省省长谌贻琴座谈，双方签约携手；
第三站——浙江湖州，湖州市副市长闵云更是
走进直播间……可以说，携程与各地旅游资源
禀赋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将更好的产品
用全新方式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BOSS直播”将旅游产品品质提升到了
新高度。梁建章对每一个打上“BOSS推荐”
标签的酒店都有一份执念，选品近乎苛刻。在
强势的细节把控下，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大幅
提升，消费者认可度也不断提升。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
若山认为，“BOSS直播”或将引领旅游行业在
线业务的变革。“比如，受携程直播影响，众多
旅游部门、企业纷纷拓展线上销售模式，推进
云旅游发展。从长期看，文旅业有可能迎来在
线体验新篇章。”

爱上直播的梁建章，到现在也没有停下来
的意思。他的直播还在继续……

赢得未来

在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
看来，生态链自救首先意味着头部企业要为整
个产业链注入资金与资源。随着这些资金与
资源向景区、酒店、分销商渗透，预售呈现规模
化增长，为整个行业注入信心，从而将整个生
态链盘活。

从梁建章“BOSS直播”的效果来看，这一
判断确实有些道理。直播“踏足”过的城市旅
游业纷纷强势反弹。如今，随着全国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向好，携程股价也走出了谷底。

今年“五一”小长假过后，携程旅游大数据
实验室与快手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发布《云旅
游，周边浪——2020“五一”“直播+旅游”大数
据报告》。报告显示，历经3个多月的行业寒
冬，旅游业在今年“五一”期间人气明显回升，
通过携程预约景区门票的人数较清明假期增
长268%。在旅游消费方面，省内自由行订单
较清明假期增长3倍以上，省内跟团游订单也
增长了200%，省内跟团游人均消费是自由行
人均消费的近1.6倍。喜人的数据，终于让携
程和整个旅游业长出了一口气。

随着疫情防控走向常态化，携程又站在了
新的发展起点上。孙洁表示：“我们为整个团队
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里的努力感到自豪。公司在
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保障客户权益，并调整业务
策略以应对疫情。疫情结束后，携程将成为一
家更强大的公司。对此，我们很有信心。”

携程携手行业积极应对疫情挑战——

一起拼出旅游业“V”形复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六一”儿童节期间，孩子们在携程游学举行的上海滴水湖亲子露营节上拔河。 （企业供图）

在“BOSS直播”第12场现场，梁建章（左）在老家河南尝试“云摆摊”。 （企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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