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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银宣布英伟达将收购安谋引关注
新华社电 日本软银集团日

前宣布， 美国芯片制造巨头英伟
达公司将以多达400亿美元的交
易额向软银收购总部位于英国的
芯片设计公司安谋。 这一消息在
业界引起广泛关注。

热衷于科技投资的软银于
2016年以320亿美元的交易额收
购安谋 ， 但4年后就将其出售 ，
一些舆论认为软银撤离时机尚
早。 另有分析指出， 这一交易可
能会极大改变半导体产业格局 ，
并可能在整个芯片行业产生连锁
反应， 威胁其竞争对手。

英国媒体报道说， 如果获得
批准， 上述交易将成为全球最大
规模的半导体并购之一。 交易将
以现金加股票方式完成， 包含价

值215亿美元的英伟达股票和120
亿美元现金； 根据安谋的业绩，
软银集团还将得到至多50亿美元
的现金或股票； 此外， 英伟达将
向安谋员工发行价值15亿美元的
股票。

英伟达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黄仁勋表示， 这笔交易可将
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计算功能与安
谋的广阔生态系统结合起来， 可
将计算 “从云、 智能手机、 个人
电脑、 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技
术推进到物联网， 并将人工智能
计算扩展到全球每个角落。”

安谋首席执行官西蒙·西格
斯表示， 两家公司的技术实力经
过整合，可以加快创建新的解决方
案，以实现全球创新者生态系统。

新华社电 TikTok14日发表
声明说， 该公司已将一份方案提
交给美国政府。 美国甲骨文公司
当天表示已与TikTok母公司字
节跳动达成协议， 成为其 “可信
技术提供商”， 但该协议仍需美
国政府批准。

TikTok在声明中说 ： “可
以确认， 已向美国财政部递交了
一份方案， 相信这一方案可以解
决美国政府的安全顾虑， 这一方
案能帮助TikTok继续支持在美
国拥有一亿用户的平台的运行，
用户喜欢在这一平台上建立联系
和娱乐， 与此同时， 还有数十万
小企业和创作者依靠TikTok谋
生并拓展有意义的事业。”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4日早
些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财政
部已接到这一方案， 甲骨文公司

作为TikTok可信的技术伙伴， 代
表美方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目前各方尚未披露方案细
节。 但据记者了解， 方案若获批
准， 甲骨文公司将为TikTok提供
云服务， 此举不涉及TikTok的出
售， 也不涉及TikTok的核心技术
转让。

8月6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
署行政令， 称将在45天后禁止任
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TikTok及其
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
当月14日， 特朗普再签行政令，
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Tik鄄
Tok在美国运营的所有权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回
应说， 美方应停止无理打压包括
中国企业在内的别国企业， 中方
同时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
企业正当权益的权利。

TikTok说已向美国政府提交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 自助餐厅因 “不
能打包、 任吃任取”的业态属性，
刺激了小部分消费者“宁可吃剩，
不能吃亏”的“自助餐心态”。

当前， 在餐饮业纷纷响应杜
绝浪费的新风尚之下， 一直难以
摆脱 “浪费” 标签的自助餐厅 ，
也正从自身特点出发， 通过一系
列诸如押金制、 卡供应、 限时间
等办法来减少浪费。 记者就此展
开调查。

面对少部分人的 “自助
餐心态” 商家“新招”不断

一家中型粤式茶点自助餐厅
的管理者告诉记者， 相比同等体
量和类型的非自助餐厅， 他们每
天因食物浪费而增加的成本近千
元， 一个月下来就是近3万元的
食物被浪费。

随着厉行节约、 抵制浪费的
新风尚在越来越多消费领域得到
贯彻 ， 针对自助餐这一用餐形
式， 商家也在践行 “光盘行动”
中探索出不少新办法。

押金制。 9月初的一个晚上，
上海市南京东路商圈一家人均百
元以上的自助餐厅门口依旧排着
长队， 自助餐厅门口提示： “买
单时需您另外支付100元押金 ，
押金凭证需保留好不要遗失， 用
餐两小时不浪费、 不超时， 可凭
押金单到收银台退还押金。”

“这个新制度已经实行快一
个月了 ， 除非客人浪费过于严
重， 否则一般情况下都会将押金
退还。” 店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会有一些客人存在过度浪费情
况， 我们会酌情扣除部分押金，
有顾客认罚， 还有一些顾客会选
择把食物吃掉。”

卡供应。 上海市徐汇区一家
日料自助餐厅内， 墙面、 餐桌上
都有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拒绝餐
饮浪费行为” 等标语， 用来提示
客人不要浪费食物。 在取餐台旁
边也摆放着 “每人每次限领1份”
的提示标牌， 对于拿取食物比较
多的客人， 工作人员会进行 “少
拿多次” 的善意提醒。 记者在走
访中还发现了一种半自助化点餐
模式， 尽管也是缴纳固定费用入
场， 无限量吃到饱， 但这类餐厅
是由服务员提供点单 、 上菜服
务， 只有少数的蔬菜水果调料等
让消费者自取。

限时间。 有的自助餐厅则在
就餐时间上做限制， 一般点餐限
时一个半小时 ， 用餐时间两小
时。 还有自助餐厅采取分轮点餐
的模式， 消费者最多可以点餐3
轮。 北京某自助餐厅店长认为，
分轮、 限时点餐的自助餐模式，
消费者可以对自己的胃口进行预
判， 比单纯提醒 “勤拿少取” 更
有实际效果。

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
止住自助餐 “剩宴” 三难待
破解

尽管厉行节约已成社会共
识 ， 但在自助餐这种餐饮形态
中， 浪费现象仍时有发生。

记者在一家烧烤类自助餐厅
看到， 店家提供的餐食种类高达
百余种， 几乎每一桌都被餐碟堆
满。 服务员告诉记者， 尽管有入
场押金在， 但食客图一时新鲜而
多拿食物最后却吃不下的现象仍
较常见。

———规则好立不好守。 以南
京东路的烧烤自助餐厅为例， 押
金条例上写明了 “剩余餐食超过
150克， 押金恕不退还”， 但实际
操作中， 所谓的 “150克” 也只
是服务员的 “目测”， “只要看
起来不吓人就行”。

而在另一家点餐制的自助餐
厅， 虽然规定了点餐轮数， 但实
际操作中服务员坦言， “轮数 ”
很难把握， “有时候就加了一杯
果汁， 你要是算一轮， 顾客会不
高兴。” 在上海白领余晓彤看来，
自助餐厅设立的所谓克重、轮数、
时间限制， 很难具备强制性，“久
而久之， 大家觉得也就是个 ‘幌
子’，不遵守也没关系。”

———店家 “松紧尺度” 难拿
捏 ， 用餐体验和杜绝浪费需平

衡。 “我们其实也很难办， 要是
严格执行所谓的克重限制， 按道
理哪怕超过一克也是要罚钱的，
但罚还是不罚？ 罚多少？ 这些都
是问题。” 一家海鲜火锅自助餐
厅的店长郑昊表示， “饭店做的
是口味和人情， 不近人情地要求
顾客可能会降低用餐体验。”

———食客担心 “实惠不成反
被坑”， 限制一多难 “自助”。 合
肥市民黄阿姨是自助餐厅的常
客， 在她看来， “吃自助餐图的
就是实惠， 得到实惠的同时确实
不该浪费”。 但她也表示， 有的
自助餐厅按照就餐人数准备食
物， 上餐期间不是把食物一次上
齐 ， 而是根据情况适当上菜 ，
“这就导致我想吃的、 价格稍贵
的食物迟迟不上 ， 能填饱肚子
的、 单价较低的食物却上得又快
又多， 让人怀疑是不是商家以防
止浪费为由降低成本。”

节约风尚正流行 “新
招”还需精准“下刀”

记者在走访中也感受到，全
社会厉行节约的新风尚正在得到
广泛响应。 入场交押金越来越能
被接受，不少食客表示“每次夹取
或点餐的时候， 都会掂量掂量”。
但要彻底告别 “自助餐心态”，靠
的不仅是一个个限制浪费的 “新

招”，更有赖于杜绝浪费的社会风
气的形成， 以及新风尚之下店家
更加高质量且精细化的服务。

“放任不管当然不行， 但是
管得太多也不行 。” 余晓彤说 ，
“我觉得自助餐厅与其让服务员
‘掂量着’上菜，不如让服务更加
精细化， 哪怕让服务员多问一句
‘您最想吃什么，我们先上’。 ”

郑昊则认为， 自助餐杜绝浪
费 “过程控制比结果控制更重
要”，“总是盯着食客最终浪费了
多少， 不如在过程中就强化不要
浪费的理念， 服务员多对消费者
的过度拿取食物行为进行提示，
对浪费的后果稍加提醒， 我相信
绝大多数人还是能听进去的。”

“针对自助餐浪费现象， 首
先应该加大节约行为的引导和提
倡， 至于自助餐浪费到底该不该
罚以及罚多少， 应该以店家和顾
客双方的约定为优先。” 上海君
澜 （无锡） 律师事务所律师何至
诚认为， “比如二维码点餐时，
店家可以事先给顾客一个浪费行
为规范惩戒的约定， 只要顾客同
意就有了电子合同的效力， 能在
无形之中强化顾客的节约意识。”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消费者
对自助餐的理解不断改变， 以及
餐厅在控制成本和拉新留客之间
形成更好的平衡， 相信自助餐的“浪
费”标签也将逐步撕去。据新华社

押金制、 卡供应、 限时间……

“光盘新招”能撕去自助餐“浪费”标签吗？

长征十一号海射运载火箭
成功实现我国首次海上商业化应用发射

9月14日， 人们在英国伦
敦SOHO区一处临时占道改造
成的户外餐区就餐。 根据英国
首相约翰逊宣布的疫情防控新
举措， 自9月14日起， 除少数
情况外， 日常社交场合中的聚
集人数不得超过6人， 室内室
外均适用， 违者可能面临罚款
等处罚。 不过， 学校和工作场
合等并不受影响。

新华社发

英国实施
防疫新举措

新华社电 9月15日， 我国在
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号海射运载
火箭，采取“一箭九星”方式将“吉
林一号”高分03-1组卫星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记者从长十一火箭研制单
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一院了解到， 此次任务是长十
一火箭连续10次高精度入轨、 零
窗口准时发射， 是长十一火箭执
行的第二次海上发射任务， 也是
第一次海上商业化应用发射。

“此次发射任务进一步优化
了海上发射技术流程， 提升了海
上发射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为未来实现海上发射常态化、 高
频次奠定了基础。” 长十一火箭
副总指挥金鑫说。

此次发射任务与上一次海上
发射有何不同？ 长十一火箭总设
计师彭昆雅说， 执行此次任务的
火箭是直接在东方航天港完成火

箭总装测试和星箭对接后， 用船
从港口运输至黄海预定海域实施
发射， 减少了分解和总装次数以
及长距离铁路运输环节， 首次实
现火箭总装测试发射一体化， 提
升了发射效率。

“一箭多星”是长十一火箭的
独门秘技， 在每次发射中都使用
到了这项技能。 自2015年长十一
火箭首飞以来， 已成功将51颗卫
星送入预定轨道。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小卫星发
射需求，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推出
了“太空班车”“太空专车”和“太
空顺风车”等多样化快捷的服务。

此次任务中， 火箭研制队伍
为满足用户一次发射九颗卫星实
现轨道面部署的要求， 充分发挥
长十一火箭最大运载能力， 与卫
星厂商一体化协同设计， 实现了
从最多发射7颗卫星到发射9颗卫
星的转变。

此次发射的 “吉林一号” 高
分03-1组卫星由长光卫星技术有
限公司研制， 其中包括 “哔哩哔
哩视频卫星” “‘央视频号’ 卫
星” 在内的3颗视频成像模式卫
星和6颗推扫成像模式卫星， 主
要用于获取高分辨率可见光推扫
影像和视频影像， 将为我国国土
资源普查、 城市规划、 灾害监测
等提供遥感服务。

同时 ， “哔哩哔哩视频卫
星” 还将用于互联网科普传播。
哔哩哔哩副董事长兼COO李旎
表示， “哔哩哔哩视频卫星” 就
像从太空看世界的 “眼睛”， 会
在距地面535公里的太阳同步轨
道俯视地球、 观测天体。 B站希
望通过这颗卫星鼓励年轻一 代
保 持 好 奇 ， 不 断 探 索 。 卫 星
所 获 的 海 量 遥 感 视 频 、 图 片
数 据 将 被制作成科普视频 ， 定
期在B站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