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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晓明

晨报讯 入住酒店时，哪个环
节会给你带来不好的体验？一项调
查显示，前台服务高居榜首，态度
差、响应慢、等候久成为饱受诟病
的三大痛点。对此，酒店行业在智
能化服务上发力，利用人机结合的
方式破解这一行业痛点。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酒店行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
报告》显示，从关注度分析消费者
的核心需求，“前台服务态度”高
居榜首。另外，第三方研究机构
YouGov 一项调查显示，谈及酒店
内最令人沮丧的体验，38%的客人
表示在前台等待服务人员响应或
解决问询方面耗费时间过长；31%
的客人表示酒店员工服务的延迟
影响了入住体验。

直面传统酒店的体验痛点，首
旅如家智慧版块提供了最新解决
方案。比如针对苦于“等待”的痛
点，客人可通过前台设备刷脸，实
现极速入住、极速退房服务；APP
一键呼叫可极速响应客人需求，缩
短等待时间；退房后系统内一键操
作确认，可实现快速开票或预约开
票。

首旅如家表示，集团在酒店智
能化方面一直在不断探索，智慧客
房、自助售卖货柜、送物机器人、线
上选房等科技措施已率先落地。其
中，机器人和无接触服务在疫情期

间获得消费者广泛好评。另外，区块
链技术、客房Mini 消毒柜及全新
升级的送物机器人等，相继在旗下
酒店落地试点，构建全程无接触送
物服务。为进一步提升住客体验，酒
店还首次推出了M.A.G.I.C.管家式
服务，为住客提供一对一的接待服
务。

华住集团同样在 “科技赋能
无忧入住”服务发力，并将“30 秒
酒店办入住、0 秒退房”作为重点
推进事项之一，向旗下酒店推广落
实。客人通过华住旗下酒店的前台
“华掌柜”自助一体机，可自助办
理 30 秒入住手续，在大堂的平均
等待时间也将从 5 分 30 秒减少至
30 秒以内。同时，“华掌柜”自助
一体机还支持预订、支付、在线选
房、人脸识别、发票预约、自助发卡
和 0 秒退房离店等住店全流程操
作。

截至目前，华住已在上海近
300 家酒店配备自助机，每天有超
过 1 万人次体验自助办理入住和
退房。

“最新调查显示，52%的旅客
对通过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技术参
观酒店感兴趣。”首旅如家总经理
孙坚表示，未来酒店发展的理想状
态是人机结合，通过科技提高工作
效率，节省下来的人工可以更好地
投入到面客服务，并实现创新，而消
费者在这样一个住宿空间中，可以
同时获得效率和体验感。

记者 李晓明

晨报讯 从上海市区直达明
珠湖，只需 99 元即可来一次崇明
生态游。记者获悉，从今天开始，上
海旅游集散总站将开通明珠湖直
通车———崇明明珠湖公园专线，随
着 2021 年第十届中国“花博会”
即将在崇明举办，直通车也将为市
民游崇明提供新方式。

崇明岛上的明珠湖公园位于
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击沙岛，是上
海目前唯一具有潮汐现象和成片
滩涂林地的自然湿地及正在创建
5A级景区的湿地公园。

上海旅游集散总站采用景区
直通车的方式推动崇明景点的宣
传，精挑全新大型高一级旅游车
型，给游客旅途中最大的用车舒适
度，品质出游，自在随心。

此条线路以生态游为亮点，同
时集水上游乐度假、生态农业观
光、竞技体育体验、休闲旅游度假
等为一体，受到游客广泛好评。冬
天的明珠湖是斑斓的，园内的粉黛
花穗如烟如纱，一眼望不到边，唯
美的大片随手即来。公园里的跑道

也是游客亲近自然锻炼身体的好
去处。
带孩子出游的游客还可以体验

各种游乐项目，例如智能平衡车、私
人脚踏船、水陆两栖车、游览车等
等，在这个林荫幽静、鸟语虫鸣的上
海的后花园品味四季茶香，别有一
番味道。下午 2点还可以欣赏一场
大雁南飞的表演，享受一下久违的
小憩时光。
崇明明珠湖直通车专线每天一

班，早上 8点在上海集散总站发车，
抵达崇明，游览景点之后，下午 3点
左右返回市区。99元 /人的活动价
格包含往返交通、景点门票，让游客
吃好、玩好的同时感受不一样的森
林氧吧。
目前首发线路推出后，预售情

况良好，游客纷纷提前预定，供不应
求。集散总站表示，后期将搭配长兴
岛郊野公园、“花博会”等景点增加
线路到达景点，将明珠湖直通车线
路发展成为崇明旅游的品牌线路，
并将该条线路越做越好，适时为
“花博会”增加更多的直通车专旅
线路，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服的
优质服务。

市区至崇明旅游直通车今起开通
直达明珠湖，99元 / 人玩一天

前台态度差响应慢成酒店入住痛点
人机结合破题传统酒店体验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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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免押金租借，充电宝自
动弹出……不到一分钟，便可获取
共享充电宝使用。5个共享充电宝
上均标注了输出等信息，经过计
算，它们的功率在 9.5W 至 12W
之间。记者选择了同一部手机进行
对比，均从手机还剩 20%的电量
时使用共享充电宝进行充电。

5 个共享充电宝上标明的额
定容量、输出等信息相差不大，但
30 分钟的充电电量有较大区别，
最高的半小时为这部手机充了
32%的电，最少的半小时充了
11%的电。

对此，有使用共享充电宝的市
民表示，相对于快充的充电器来
说，共享充电宝确实充电慢，“有
一次充了一个半小时才从 20%充
到 60%，所以我一般都是算好时
间，用一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就
当场还回去，不然充一次电要花
10 多块太贵了，充几次就可以自
己买个充电宝了。而且如果带的比
较远的话，可能会找不到柜机还充
电宝”。

记者昨日在体验过程中也遇
到了找不到可以归还充电宝柜机
的情况。

“有共享充电宝半小时只充了11%”
记者随机测试5款产品 提醒市民如遇充电过慢可立即联系客服

1.想归还却找不到
柜机怎么办

———可找人工客服暂停计费

想要归还充电宝却找不到

柜机，怎么办？ 对此，记者咨询
了客服人员， 并在人工客服的
帮助下， 暂停了订单计费，在
24 小时之前完成归还即可。 如
超期未归还， 系统则将自动扣
款 99 元，有的则是收取暂停订
单时间内的费用等。

2.充电慢或充不上
电怎么办

———可联系客服减免部分费用

美团充电宝客服人员表

示，如果消费者遇到充电慢或者
充不上电的情况，可以联系客服
人员，后台可以看到租借时和归
还时充电宝和手机在使用时的

电量，如果发现确实存在充电慢
或者充不进电的情况，可以帮消
费者申请减免部分费用。同时会
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前往相应门

店检查维护设备。
街电充电宝相关工作人

员则表示 ：“我们有专门的客
服人员，遇到各种问题可以联
系客服解决，24 小时都可以联
系。 ”

此外， 记者在体验中还发
现， 部分共享充电宝存在充电
接口接触不良的情况， 稍微移
动便充不上电， 也影响了共享
充电宝的充电效率。 点击部分
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支付订单，
可以在线报修故障， 如外壳损
坏、电线损坏、电量不足、无法
充电等。同时，部分品牌的共享
充电宝前 5 分钟使用免费，租
用第一时间如发现充电宝存在

故障，可立即归还，无需付费。

晨报记者 潘 文

“花了 3 块钱，充了半小时，手机只充了 11%的电……”在共享充电宝
因涨价备受热议的同时，不少市民反映，不仅是价格贵了，关键是充电特
别慢。 共享充电宝的充电速度到底如何？ 昨日，记者走访了多家设有共享
充电宝的商家，随机选择了 5 个可供租用的共享充电宝进行体验。

除了共享充电宝外，可供自行
购买的充电宝也有很多选择。记者
了解到，目前市面上很多充电宝都
支持快充功能，售价从几十元到几
百元不等。以一款售价 89元的充
电宝为例，最大功率为 18W，还有
部分充电宝支持 22.5W快充。
相较而言，目前市面上的共享

充电宝的功率较低，几款最常见的
共享充电宝功率都在 12W 及以
下。

一位售卖充电宝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手机充电快慢主要和手
机、充电电源、数据线有关，要看手
机是否支持快充功能，充电电源包
括充电宝等是否有快充功能，数据
线是否支持快充功能等。

对于同款共享充电宝的充电
速度存在较大差异，美团充电宝

客服人员表示，之前确实接到过
充电慢的相关反馈，但不是很多，
一般消费者用了几分钟后，就可
以快速了解是否存在充电慢情
况，如果存在这一情况就会更换
其他充电宝。

此前推出的二代充电宝可能
用的时间比较长，用的人也比较
多，电池老旧损耗，可能会导致充
电慢。去年起推出的三代美团充电
宝充电速度有所提升，应该不存在
这个问题，极个别的可能是手机不
匹配的问题。

街电充电宝一名相关工作人
员也表示，各家共享充电宝都会有
这个情况，应该是因为部分充电宝
用的时间长了，自己买的充电宝也
会这样，用的时间长了就会老化，
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充电快。

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充电速度差异较大。 /晨报记者 潘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