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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掌门人为“战疫”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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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遇大雪 北京商业从容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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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出现的疫情给餐饮行业带来了较大压力，退订年夜饭、门店歇业、员工工资、门店及宿舍房租成为餐饮企业不能承受之重。不过，17年前的非典已经给不少餐饮人上了特殊的一课，让他们在

此次疫情下能第一时间启动应对方案。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多家餐饮企业的掌门人，请他们谈了疫情之下的应对之法。另外，在部分业内专家看来，这次疫情的出现是对整个餐饮行业的大考，这次疫情

后，无人餐饮、餐饮机器人或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北京又迎来

了一场大雪的考验。2月6日，北京商报记者

通过走访多家商超发现，在疫情之下的这

场大雪并未打乱保供战线的原有节奏。超

市中，蔬菜、鱼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量

稳定，价格并未出现大幅抬升的情况，相应

的供应补给车辆也将陆续到达。同时，在外

卖方面，平台方提供天气补贴，激励骑手出

勤，保证运力，满足大雪天气下北京市民的

外卖需求。

必需品供应平稳

2月5日6时-6日9时，全市大部分地区

累计降雪量为小到中雪，海淀、朝阳、昌平和

门头沟等局地达大雪。全市平均降雪量2.7

毫米，城区平均4.2毫米，大部分地区积雪深

度3-7厘米。

对于雨雪天气，蔬菜的及时供应对于消

费者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过，北京商报

记者从超市发、华冠、卜蜂莲花生活超市等

多家超市了解到，在凭借以往的经验以及准

备充足的应急措施下，目前北京地区生鲜蔬

菜供应一切平稳。

北京商报记者在沃尔玛宣武门店中看

到，卖场中仍然有不少消费者在选购商品。

生鲜蔬菜货架上都摆满了商品，商品品类也

非常丰富。在价格方面，也与往常一样，并没

出现较大的波动。对缺货的货架，店员也在

进行及时补货。

沃尔玛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目前，沃尔玛大卖场及山姆会员商店的

生鲜蔬菜、肉、蛋、奶等商品都足量供应，价

格平稳，一切如常。同时，为即将到来的元宵

佳节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当面临雨雪等恶劣天气时，车辆运输

会遇到高速封路等突发状况。沃尔玛也一直

与合作的承运商保持密切沟通，在确保道路

安全，人员、车辆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重新规

划路线，优化运输网络，争取尽快到达门店。

同时沟通门店和供应商，调整到店时间。”上

述负责人表示。

提前启动预案

此外，卜蜂莲花生活超市相关负责人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公司根据天气预报，按

照常规启动了应急预案，采购团队按照应急

预案提前加大了采购量，门店也加大了备货

量，以确保商品足量供应，且物价平稳。目

前，门店生鲜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并未因此次降雪而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后

期会继续由采购专人根据新发地及其他基

地蔬菜价格和销量统筹备货，积极保证市场

供应。

值得注意的是，与卜蜂莲花一样，华冠

超市也根据天气预报加大订货量，在全力保

障门店货源充足的情况下，华冠超市针对一

些社区设置了售菜网点。“因为有些社区都

封闭了，加上大雪天气，消费者买菜会比较

困难。我们针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社区设置

了专门的售菜网点，以保障这部分消费者能

够买到蔬菜。”华冠超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北京新发地总经理张月琳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新发地市场的蔬菜

供应是相对充足的，本次降雪不会影响到

这两天的菜价。“由于这两天上市量比较

多，价格仅仅在几分钱上下浮动，所以价格

都比较平稳。虽然出现降雪天气，导致蔬菜

运输车辆不能按时到达市场，但新发地有

一定的生鲜蔬菜储备量，足以保证北京短

期的供应。”

目前，新发地已在环京区域、山西、河南

等地建立新发地农产品市场。此外，新发地

河北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在恶劣天气下，

能保证北京15天的农副产品供应量。

外卖配送如常

2月5日-6日北京大雪，北京地区苏宁

易购线上、苏宁小店、苏鲜生配送业务并未

受到影响，按照服务承诺按时送达。苏宁小

店3公里范围内1小时达，购物满38元免配

送费；苏鲜生5公里范围内1小时达。据介

绍，目前北京苏宁物流近70%的快递员在岗

正常开展快件配送业务，疫情和大雪并没有

对北京地区线上业务的末端配送产生太大

影响。疫情期间，原来的“送货入户”配送政

策调整为“无接触配送服务”，快递员在配送

过程中，提前电话联系用户确认收货时间和

收货方式，将包裹按时送到约定地点，优先

将包裹投递自提柜，其次将包裹放置指定位

置，如公司前台、物业等，快递员将通过电话

和App、短信等渠道通知用户自行取快递。

如果顾客不在家或者不方便签收，会二次配

送或者沟通顾客到附近苏宁小店、苏宁门店

进行自提。

大雪天气下，饿了么平台提供天气补

贴，激励骑手出勤，保证运力，满足北京市民

的外卖需求。物流站点、商户为骑手准备了

姜汤等驱寒用品，呵护骑手身体健康。

同时，继续实施最高等级的卫生安全举

措，对骑手、餐箱、配送车辆、站点等消毒措

施已全面升级，并进行专项督查。为骑手全

面配发口罩，严格要求佩戴上岗，每日多次

测量体温，进行骑手健康情况上报，在疫情

当下保护骑手和用户的健康。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郭诗卉 赵驰/文并摄

在餐饮连锁顾问王冬明看来，餐饮企业

应对眼前的困难应当结合企业本身的特点

着重试用“务实”的方式，先生存下来，再考

虑疫情过去后的发展问题。

对此，王冬明建议，餐饮企业首先应当

考虑和房东谈降房租的问题；其次，不能过

于依赖外卖。另外，就是员工流失问题，如果

员工工资低于60%，疫情过去后就会出现离

职潮，尤其是基层员工，餐饮企业应当注意

在工资、补贴方面向核心、优秀员工倾斜。另

外，在此情况下，做加盟的品牌和直营品牌

所面对的损失是不同的，直营品牌一定要通

过各种方式快速止损，而加盟店则应该主动

向加盟商培训应对措施，并且加强对加盟店

的管理，尽可能避免在疫情期间出现食品卫

生安全问题。

味多美董事长黄利表示，此次疫情对

餐饮实体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次疫情跟

非典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在餐饮方面影响

却是不一样的。非典时期我国处在一个高

速发展的时期，而现今经济相对处于平缓

稳定的阶段，市场消费力有很大区别。相

对于非典时期，餐饮行业的人员工资、房

租占比较高，尤其是员工工资每年都有提

升，而企业的收入在这个特殊时期又有所

下降，当企业要去负担这些费用时，压力

会非常大。

对于餐饮实体店来说，企业需要考虑

的是如何能在疫情过后还能健康地生存

下去，因为现在想短时间内把生意做起来

是非常困难的。疫情过后，未来的企业在

盈利模式及战略选择上一定会有重大的

变革。黄利表示，未来应以总成本领先战

略为根本，以超级供应链为核心的专业化

标准化，以此来降低人员成本及提升门店

坪效。这样才能在保证高品质的同时使总

成本领先。另外，全自助收银也是实体门

店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自助收银其实是

降低了人工成本，目前味多美北京300家

门店已经实现了全自助收银。总而言之，

谁能更好地控制成本，谁就更有对抗风险

的能力。一个品牌要做到专业化、标准化、

抗风险能力强，才更容易把规模做大，从

而控制成本，抵御更多未知的风险。

目前，味多美全国门店都不打烊（不

可抗力因素除外），在产品上，按照产品包

装标准包装后再上架售卖。店内所有产品

经高温烘烤后立即封装，全程零接触。此

外，味多美推出预约自取服务，降低消费

者在门店的停留时间，并加大了外卖业务

的优惠力度，除了折扣以外还免外送费。

短期内，企业进行成本调整的机会并

不大。比格比萨创始人赵志强表示，疫情

对于餐饮行业的冲击主要来自企业无收

入、房租、人工成本、企业自有供应链多个

方面。对于线下餐饮实体店来说，短时期

内，只能祈盼疫情尽快结束，恢复生产经

营和依靠更多外部的力量支持。目前，出

现了很多“中国好房东”，来减轻企业部分

成本压力。

疫情当前，目前企业需要安抚好员

工、做好防护措施，在经营方面，比格比萨

店内堂食服务基本暂停，主要以外卖、外

带业务为主，“实际上，餐饮门店可调整的

空间有限”。

不过，上述措施只能解决眼前的生存

问题，企业的根本问题还是如何解决效率

和成本的问题。

在赵志强看来，从餐饮行业和企业

自身来说，中国的餐饮行业应该反省和

思考企业的成本结构和人力成本问题，

优化升级餐厅、打造高质量盈利模式是

应对危机的关键。比格比萨近年来一直

在进行优化升级。此前，北京商报记者报

道过，比格比萨正在通过缩减门店面积、

提高坪效的方式控制自身的运营成本，

探索小店模式。

赵志强坦言，作为餐饮企业，这场疫

情危机能否过关，主要看自身的抵抗能

力。如果企业本身不乐观，很有可能会被

最后一根稻草压倒。同时，也相信这次疫

情之后，餐饮企业会在如何科学合理地用

工，如何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来优化餐厅

结构、提高人效等方面进行思考，在未来

企业再面临各种危机的时候，会灵活应

对，并且应对的压力相对变小。

和合谷创始人赵申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和合谷虽有抗击非典积

累的经验，也做了在此经验基础上的优化

应急预案，确保了顾客和员工的安全、保

障了经营工作的开展，为抗击疫情贡献力

所能及的力量，但疫情相比2003年非典

时期新增很多不确定因素。赵申直言，此

次疫情也给和合谷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门

店销售从年三十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今

年1月20日的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72%；

今年1月24日的销售额仅是去年同期的

34%。除夕至初六期间，营业收入同比下

滑了66.09%，储备食材损失140万元，因

门店暂停营业导致的经济损失在千万元

以上。根据疫情发展趋势预估，未来3个月

损失金额将达到上亿元。受市场环境影

响，如销售持续不见好转，3个月之内可能

会出现资金链紧张的情况，面临无法支付

供应商货款、物业房租、人员工资等实际

经营困难。

和合谷目前也在利用自身中式快餐

的品类优势力推线上外卖。赵申表示，和

合谷为了响应北京市防疫工作要求，有效

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让消费者

吃上安心饭，公司强化了外卖业务。在严

格人员晨检制度、执行操作规范、工器具

环境消毒等防控工作基础上，加强外卖全

过程管理，实施送餐人员全程佩戴口罩、

定时消毒送餐保温箱、启用安心卡、配送

环节“无接触”等管理措施。对此，赵申也

提出建议，希望政府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

可以出面协调外卖平台在此特殊时期能

够适当降低一定的平台扣点，让企业能在

疫情期间持续发力外卖业务，以此来弥补

堂食的损失，帮助餐饮企业生存下去。

同样经历过非典的嘉和一品也在疫

情出现后的第一时间拿出了应急方案。嘉

和一品创始人刘京京表示，在此特殊时

期，餐饮企业主要任务就是降低损失尽可

能保障现金流。

为此，嘉和一品通过美团外卖、每日

优鲜等渠道销售了库存食材；因为不确定

疫情何时能缓解，所以要保有现金流用作

现时必须支出；如消毒防疫用品购买、员

工餐食采购、能源保障等。在降低成本方

面，嘉和一品第一时间与房东沟通减免房

租，并暂缓支付到期房租。

除了节流外，嘉和一品也在积极寻求

“开源”的方式，形成了多渠道销售，主攻

线上销售模式。除了正常的外卖业务外，

嘉和一品还快速搭建自己品牌的小程序

外卖。

值得注意的是，嘉和一品还在京东、

天猫、多点等线上平台销售餐厅品牌的合

规半成品及成品。

在将太无二创始人邢力看来，疫情会

对民生带来重大影响，也会对国家整体经

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但这一切起源还

是在于饮食方面的不规范。这也需要在未

来提高全国的餐饮管理规范，改变现在这

种无序的状态，让餐饮企业能踏踏实实地

去经营。

邢力同时认为，2003年的非典似

乎还没给人们带来足够的警示作用，

希望2020年这次疫情能够真正引起国

家、餐饮企业、消费者对于餐饮市场规

范的重视。

国内餐饮供应链目前仍处于非常分

散的状态，建立规范、透明、有序的餐饮供

应链，严控食材源头，不仅是这次疫情给

广大餐饮企业的警示，同时也是对整个餐

饮产业链以及消费者的警示。同时也反映

出目前国内餐饮市场建立起完善、规范的

产业链的迫切。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郭缤璐 于桂桂

餐饮连锁顾问王冬明：

餐饮企业现阶段应着重“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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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多美董事长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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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格比萨创始人赵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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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太无二创始人邢力：

2月6日，北京部分地区降雪，生鲜蔬菜供应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