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疫情暴发以来， 餐饮外卖就
成为保证餐饮企业不停摆的关键所
在， 目前每天都有餐饮企业加入外
卖队伍， 并且针对团体订餐需求设
计盒饭套餐， 此举不仅能够帮助餐
饮企业提升外送单量， 同时能够有
效降低企业的配送成本。

·相关链接·

为了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北京市推出

多项举措应对，目前已有多个企业聚集办公园

区推出了相应的办公措施。其中，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出台《开发区关于支持中小企业抗疫情

云办公稳发展的若干措施》，鼓励中小企业创新

生产经营模式，以弹性办公、网络云办公等方式

减轻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支持中小企业稳

定发展。

“我们为返京员工提供了防护用品，并且预

租酒店。在生活上，开通蔬菜直通车、制定餐厅

分散就餐机制、优化公交线路、开通网上就医咨

询、心理疏导等多措并举。”据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陈小男表示，为企业开工提

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开发区对规模以上企业

实现调研调度全覆盖，形成企业台账，逐一明确

服务管家。

北京CBD作为高端商务、国际金融、国际传

媒聚集之地，总部企业和500强企业众多。下一

步，将不断发挥区域企业的各项优势，积极落实

市委市政府要求，指导企业复工，并且采取线上

办公、电话值守、弹性工作和错峰出行上下班等

方式。

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北京商务中心区

管委会主任李国红日前表示，在防疫工作中，北

京CBD采用技术支撑、科技助力，积极提升“技

防”水平。

据李国红介绍，CBD区域商务楼宇通过引

入先进防控技术和多种多样的测温方式，不断

提升疫情防控水平和效果。例如银泰中心引入

高精度医用红外成像仪，保证检测通行速度与

精准度；国贸中心引入绿色环保新技术，在电梯

轿厢等空间内能够持续性杀灭附着的细菌及病

毒，减少人工不断喷药的繁琐与用户的不适感。

李国红还表示，管委会将把区域内商务楼

宇防控疫情的好做法在CBD楼宇联盟等平台内

进行宣传和推广。

餐企：集中开通企业送餐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诗卉）2月10日，北
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了筹备企业复工用

餐，各餐企开始陆续开通企业订餐通道，通

过这种方式提升外卖单量。据了解，目前已

经推出企业订餐的餐饮品牌包括唐宫海鲜

坊、松鹤楼、金鼎轩等。

分析认为，疫情期间会有越来越多的餐

饮企业尝试通过加码外卖业务的方式来减

少因堂食无法正常运营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并且企业团体订餐通常通过企业自有渠道

预订、配送，这种方式能够解决部分用人单

位的就餐问题，同时也能有效帮助餐饮企业

止损，但特殊时期的食安问题以及配送安全

问题尤其需要注意，餐饮企业及接受订餐服

务的企业都需做好防护工作。

金鼎轩于2月10日通过其官微公布开卖

盒饭，企业可通过电话直接预订，也可通过外

卖平台订餐或者直接到店自提。唐宫海鲜坊

相关负责人也通过朋友圈发布企业订餐信

息，企业可通过电话预订商务盒饭。此外，松

鹤楼也推出了精选外卖套餐，将通过第三方

外送平台上线，并同时接受团体定制订单。

另外，据了解，为解决就餐问题，中关村

管委会联合美团将发起“放心工作餐直供”

行动，携手50多家头部餐饮品牌逾300家门

店，为中关村企业员工复工之后提供无接触

配送服务。“放心工作餐直供”行动系美团发

起，面向全国开启多人团餐预订、企事业机

构食堂直供，提供从餐厅后厨直达办公楼的

订餐服务，并确保价格合理、准时送达、全流

程无接触配送。用餐需求单位可提前预订，

由供餐商家接单安排门店供应。为保证持续

稳定的供餐能力，美团特别为参与“放心工

作餐直供”行动的餐饮合作伙伴提供专属流

量支持和运力保障。后续还将在产品上开通

“放心工作餐”专区，方便大家选择。美团方

面也表示，美团将利用大数据手段，结合以

往用餐需求，推出安心餐、随身携带餐、丽

人轻食餐等多种类型的餐饮，满足上班族

安全、营养与愉悦的心理需要，及各类场景

需求。

自疫情暴发以来，餐饮外卖就成为保证

餐饮企业不停摆的关键所在，目前每天都有

餐饮企业加入外卖队伍，并且针对团体订餐

需求设计盒饭套餐，此举不仅能够帮助餐饮

企业提升外送单量，同时能够有效降低企业

的配送成本。

对此，一位不愿具名的餐饮业内人士

认为，餐饮企业推出团体订餐服务能够有

效缓解餐饮企业当前的经营困境，同时满

足复工企业保障员工用餐的需求，但很多

餐饮企业可能并不具备经营团餐的资质，

因此餐饮企业推出团体订餐服务也需要相

关监管部门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且在特殊

时期考虑为一切流程都合规的企业开通绿

色通道。让合规的餐饮企业的企业订餐业

务能够有序开展。

提车：临牌应急 验车要等17日

2月10日，各家4S店门口，穿戴整套防护

装备、手持电子温度计的工作人员取代了平

时值班的保安，守在4S店的门口。

按照要求测量体温登记信息后，北京商

报记者走进一家一汽丰田4S店。

店内销售人员介绍，为保障在特殊时期

的防护，不仅进店要进行登记，店内开业前一

天也已进行全面消毒，包括所有到店展车及

交付车辆。他表示，虽然人员没有春节前多，

但售前保证一切正常为客户服务，车主也可

以选择预约的方式到店，有专门人员服务。

在销售方面，一汽丰田店内工作人员表

示，店内除混动车型需要订货外，其余车型有

现车。“现在是特殊时期，物流周期确实有所

延长，个别车型的到店时间可能要等到2月底

或者3月初，但是车源总体而言还是充足的。”

上述销售人员表示，对于车辆情况我们也在

与之前定车的车主进行沟通。

实际上，受物流影响，部分品牌的店内都

有车型需要等待外，目前新车上牌时间也有

所延长。“目前我们得到的通知是检测场要到

17日开门，所以暂时不能验车上牌照。”北京

现代经销商表示，虽然不能上牌照，不过可以

有临牌使用，等到可以验车后，我们会通知车

主来办理相关手续。“但是置换的车主涉及到

二手车评估等问题，手续比较麻烦。”该经销

商表示。

实际上，复工首日，不少经销商还有些紧

张。“4S店人流量大触点多，又是密集场所，

对于正常营业是有担心的。”一位广汽本田经

销商表示，言毕，该负责人拿起地上的喷壶开

始为之前触摸过的车辆进行再次消毒。”

售后：工作人员减半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疫情下，开工首日

店内并没有如往常有客户进店咨询新车，但

售后办公区却有几位前来保养和维修的车

主。“本来以为特殊时期上门保养维修的客户

不多，但今天上午已经接待了4批。”上述品牌

售后人员表示。

此外，疫情也令不少4S店的售后保养工

作人员不足。“现在店里只有之前一半的售后

检测人员。”一位一汽丰田售后负责人表示，

保养还算正常，但是车辆要维修从检测到修

理，需要等待的时间是之前的一倍。

在一家合资品牌的汽车维修间内，北京

商报记者看到，车间内摆放着4辆等待检测的

车辆，车间内只有两个工作人员。“现在我们

正在抓紧检修，尽可能保证不让车主等太长

的时间。”车间内的维修人员表示。

“按照往年春节后复工的规律，很多售后

技师也都是到正月十五后才陆续到位，这是

正常规律的缓冲期，只是在今年疫情的特殊

情况下，加长了这个缓冲时间。”汽车行业专

家颜景辉表示，这个情况会随着隔离人员的

解禁慢慢得到缓解。

压力：客量受影响 资金紧张

值得一提的是，4S店复工的背后也承

担着资金重压。“疫情正当时，所有人的心

态和关注度还是在疫情上，开业后很难有

客流量。”一位一汽-大众经销商店负责人

表示，没有足够的客流量带来销量，现金

流转不起来，加上要给银行还钱，资金压

力很大。

一位日系品牌经销商负责人表示，店内

库存系数现在是0.8。“很多客户的反馈是等

疫情过去再说购车事宜，销售压力很难评估，

车辆压在店里越久质押的资金就越久，我们

也就还不上银行的钱，还有租房压力、人员支

出，每天一睁眼就要有几十万元的开支，但是

没有进账。”上述负责人坦言。

对此，多家车企发布公告称，调整经销商

商务政策，给予补贴甚至取消销量考核，减轻

经销商压力。同时，多家车企表示，正在与银

行沟通，积极协商解决还款延期问题。不过，

部分经销商负责人表示，目前仍未收到银行

延期还款的通知。“这是经销商和银行之间的

贷款协议，车企只能帮助协商，具体还要看银

行政策，这是眼下最着急的问题。”上述经销

商负责人表示。

“店里当前能做的是，保持订单客户的联

系，潜在购车客户线索做好梳理，在开工第一

时间联系上述客户到店展开业务洽谈和办

理。”一位东风日产经销商负责人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4S店迎客：轮流值班、售后预约

北京商报2020.2.11 3产经
编辑 常蕾 美编 白杨 责校 李月 电话：64101880��kuaijiaogao@163.com

北京制造业企业复工首日 防疫与生产并重

联想：有能力正常运行

部分企业的防疫工作从春节放假前就

已经开始。在北京，联想集团CEO杨元庆在

复工内部信中表示，“公司已经成立了疫情

防控小组，防疫物资早已储备到位，从人体

测温到区域消毒，从口罩发放到通风方案，

小组都进行了周密的规划，对公司来说，保

证员工在疫情期间的健康高于一切”。据

悉，目前，联想北京总部已经复工。

为了减少人员聚集，科技企业开始采用

错峰上下班与线上办公的方式复工。而线上

办公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商业机会。杨元庆就

在内部信中指出，无论是远程办公，还是在线

医疗等热门话题背后，是社会在疫情中渴望

新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管理方式。这一切

都离不开算力和解决方案/服务能力的提升，

作为全球最大的PC和超算供应商，作为IT解

决方案和服务的重要提供商，联想有能力、有

责任、有义务把已经在自己和客户处实现良

好应用的在线办公、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解

决方案，尽快推广给、武装起更多的用户。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对

各行各业都有一定影响。奥维云网近日发布

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家电市场影响报告》

显示，受开工延后及物流运输受阻、原材料供

应不足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家电全行业将

面临短暂量产不足的情况。

北京京东方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公司2月10日已全面复工。从京东方目前产

线运营情况来看，随着疫情防控的不断推进与

复工有序开展，原材料供应将面临一定挑战，显

示屏产品的出货周期较预期时间将有所放缓，

京东方正根据疫情防控进展积极调整经营策

略，与政府相关部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积

极沟通，将疫情防控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中国市场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只要

能够尽快恢复生产，我们就有能力先以海外

市场来持续驱动国内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同

时，我们各地的工厂也会优先雇佣停工中小

企业的闲置员工，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燃眉之

急，尽到帮扶义务。”杨元庆说。

首农食品：满足市民日常所需

近日，北京各大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纷

纷提前复工。其中，作为北京食品供应和保障

的主要企业，北京首农食品集团的食用成品

粮库存达到了9.2万吨，可以满足北京市民的

日常所需。首农旗下的三元食品，北京、河北

两个加工园区，今年春节全部停休，人员设备

全部开足马力保证生产和市场供应。

首农食品集团三元食品总经理张学庆介

绍，三元食品日处理鲜奶1600多吨，1000吨

生产夜奶，600吨生产为婴儿配方奶粉等其

他产品。目前三元食品的库存总量超过1万

吨。北京首农食品集团副总经理司京成表示，

首农集团生产的米面油肉蛋菜奶商品库存近

30万吨，粮食的库存达到370万吨，从节前节

后的供应情况看，价格平稳，市场供应丰富充裕。

雀巢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在雀巢北京总部，本周采用轮流上班的模式，

2月10日当天已有一半员工到岗。目前，雀巢

中国的31家工厂根据工厂当地情况陆续进

行复产。在销售环节，为了缓解湖北等多地出

现的婴幼儿奶粉告急情况，雀巢通过微信公

众号为消费者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2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从洛娃集团处

了解到，北京洛娃日化顺义工厂生产的消毒

产品主要是84消毒液、家居衣物消毒液和季

铵盐消毒液（可在医院使用），现在消毒产品

日产量为150吨，2月11日开始可以达到每天

生产消毒产品200吨的产量。厂长朱文忠称，

目前产能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人员的补充。

优极体育：常规订单交付无碍

2月10日，优极（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创始人兼CEO张东一大早就来到了公司

的办公室，为第一天开工做准备。“我们一上

班就收到了一些订单，今天也是抓紧时间将

货发出去。”张东说。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优极在南京和北京

的公司都是按照当地的复工时间2月10日正

常开业。张东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由于南京明

确了复工要求，比如给员工准备口罩，办公室

进行整体消毒，审核通过后才可以复工。因

此，春节期间未离开南京的优极员工很早就

开始进行了准备工作，确保公司按时复工。

张东认为，目前来看，常规的订单交付并

没有什么障碍，但定制产品的订单却因工厂

恢复生产需要更多的审核和生产周期，预计2

月20日后才能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实际上，作为一家有互联网基因的体育

户外品牌，优极在线下只有北京一家门店，这

也是优极在北京的办公地点，其主要的销售

渠道还在线上。张东表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

电商的增长势头造成一定影响。不过业务团

队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对策略，制定多套预

案，在上班的第一天就已收获到了订单。

北京商报记者 蓝朝晖 石飞月 李振兴 李濛

“复工第一天，要说心里不紧张那是假话。”2月10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停营业
9天后，作为北京一家合资品牌4S店负责人的老张，开门迎客。上午10点30分，复工两个
小时后，老张对北京商报记者说：“戴好口罩，闻着店内的消毒水味，感觉踏实多了。”

2月10日，北京市多数4S店均正式复工。疫情下，人员流动性大的4S店，能否防
控、经营、服务全面展开，考验着各家4S店负责人。同时，对于各4S店“掌门人”来说，
如期偿还银行贷款支撑门店运转的诸多问题也成为待解的难题。

2月10日，部分企业开始复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了保障员工的健康，已开工的企业
都在公司做好了防疫工作，包括量体温、发放口罩、消毒等，而未正式开工的企业，实际也通过
线上办公的方式开始工作。有关专家提醒，对于科技企业来说，目前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消费端，
受疫情影响，科技企业较为依赖的线下渠道必定受挫，当务之急是通过线上宣传、加强物流体
系以及提高售后服务等手段来促进消费。

北京多措并举保障企业复工
联想集团CEO杨元庆：

在中国市场受疫情影响的情
况下， 只要能够尽快恢复生产，我
们就有能力先以海外市场来持续
驱动国内供应链的正常运行。

京东方：
正与政府相关

部门、产业链上下游
合作伙伴积极沟通，
将疫情防控带来的
影响降到最低。

TCL实业控股CEO王成：
这个突发的黑天鹅事件， 将会

加速国内的产业升级尤其是数字化
转型升级， 长远看对于提高企业的
竞争力有促进和催化作用。

北京制造业复工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