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6日， 在匈牙利首都布
达佩斯， 机场工作人员卸载中国
出口匈牙利的首批新冠疫苗。 中
国出口匈牙利的首批新冠疫苗16
日运抵布达佩斯。 匈牙利首席医
疗官米勒·塞西莉亚1月29日宣
布， 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
苗已获准在匈牙利使用。 匈牙利
政府随后宣布， 已与中国国药集
团签署购买疫苗的协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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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消费推陈出新能否迎“春”翻“牛”？
今年， 许多 “打工人” 响应

号召选择 “就地过年”。 “打工
人” 也是 “干饭人”， 不管在哪
里过年， 总要吃好喝好， 才有过
年的味道。 往年春节， 餐饮最火
爆的当属各家饭店的大堂， 但在
“就地过年” 的新潮流下， 这个
春节的 “食堂” 则从线下搬到了
线上。

从“一人食豪华套餐”到“小
家庭团圆饭”，从“快手家常菜”到
“半成品年夜饭”， 春节餐饮新特
点让餐饮消费转型特征更加凸
显，餐企变革也乘势而上，行业新
增长点正在加速形成。

餐饮门店堂食受限餐企
顺势求变

春节前夕， 全国多地发布疫
情防控指南 ， 倡导控制聚餐人
数， 再加上人们自主疫情防控意
识增强， 餐饮门店传统的 “团拜
宴” “年夜饭” 遇冷。

记者在四川成都市区多家餐
厅的订餐日历上看到， 虽然早在
去年国庆节后， 就有顾客提早预
订了腊月二十九、 大年三十和正
月前几天的家庭宴席， 但排期不
像往年那样密集， 面向企事业单
位的大型团拜宴订单量下降尤
甚。

成都一连锁餐厅大堂经理表
示， 春节前后本是餐饮行业的旺
季， 往年一个月订出去三四百桌

只能算基本水平， 火爆的时候排
两三轮也不一定有空位， 订餐电
话都快被打 “爆” 了。 但是今年
情况不一样 ， 不仅电话略显冷
清， 不少来电还是退订的。

“门店堂食退订是由客观原
因导致的， 但人们春节餐饮消费
的需求还在， 而且很旺盛。” 成
都餐饮同业公会秘书长袁小然
说， 去年以来餐饮企业就在不断
求新求变， 以适应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需要， 如今 “就地过年” 既
是挑战， 更是机遇。

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 为应
对“就地过年”新趋势，餐饮企业
想出各种招数应对， 在菜品创新
和就餐形式等方面花足了心思。

“今年我们主打家宴头盘
菜， 特别包装推出佛跳墙和干烧
海参两款 ‘硬菜’， 连锅带菜全
部备齐。” 成都老房子华粹元年
食府总经理熊江华介绍， 顾客只
需在手机上选定菜品， 餐厅就会
提前制作好并按约定时间送货，
简单加热就能摆上宴席。

绿地酒店旅游集团商务市场
部总经理张乐介绍， 在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举措的基础上， 酒店推
出“星厨上门”服务，由酒店专业
厨师携原材料到消费者家里现场
制作佳肴，受到不少客人欢迎。

餐饮线上服务量质齐升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加强线上服务成为传统餐饮企业
寻求转型 、 绝地求生的重要途
径， 在今年的春节餐饮消费中，
许多餐饮企业也是依靠线上推陈
出新， 提供线上服务的餐饮企业
范围越来越大， 服务质量明显提
升。

据了解， 今年上海有78家餐
饮企业 、 2274个门店的225款年
夜饭套餐支持外卖。 西贝、 眉州
东坡、 青年公社等餐饮品牌， 都
在线上推出年夜饭套餐或新春套
餐。

越来越多的高级宾馆酒店加
入线上 “年夜饭圈儿”。 飞猪平
台数据显示， 春节前一周， 该平
台自提酒店年夜饭的预订人次环
比增长了4.2倍 。 在广东 ， 广州
白天鹅宾馆、 广州中心皇冠假日
酒店等纷纷推出可自提的粤式新
春盆菜， 让 “打工人” 在家也能
享受品质大餐。

一些老字号也不断拓展线上
业务。 以素食闻名的老字号功德
林完善了美团、 饿了么等平台的
线上供应菜品， 顾客春节期间可
以通过外卖服务形式， 在家吃到
和饭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在传统餐饮企业急迫转型的
同时， 各大互联网平台和零售企
业则依托资源优势不断向更多生
活消费场景延伸， 共同满足了消
费者 “就地过年” 带来的各种餐
饮新需求。

在各大网络订餐平台， 各类
快手菜、 半成品年菜销售非常火
爆。 为满足年轻人用餐轻量化、
低热量需求 ， 盒马上海推出了
“小家庭团圆餐”， 预订量占其年
夜饭套餐的近六成。 美团也联合
各地商家推出 “年夜饭到家” 服
务， 支持从单人餐、 双人餐到10
人以内家庭聚餐等多种规格年夜
饭外卖。

新需求带来增长点助力
行业变革

疫情发生后， 以聚集性、 接
触性为特点的餐饮消费市场受到
很大影响， 餐饮业成为受损最严
重、 复苏最缓慢的行业之一。

“但餐饮本身也是一个具有
很强韧性， 能够不断推陈出新适
应变化的行业。” 袁小然说， 一
些能够持续推进创新转型的餐企
还在扩大规模， 以成都为例， 春
节前一个月南堂、 悦百味、 大鸭
梨等连锁餐企新开门店就超过
100家， 这种趋势在春节餐饮消
费能量持续释放的背景下更加凸
显 ， 也为行业发展注入了新动
能。

业内人士分析， 近年来餐饮
和零售两个看似特性完全不同的
业态出现了交集， 从海底捞自热
锅到肯 德 基 推 出 “KAIFENG鄄
CAI”， 再到杨国福自热麻辣烫
……餐饮零售化成为最新的商业

趋势， 而 “就地过年” 则加速了
这种趋势。

例如， “就地过年” 在很多
城市催生了 “一人食 ” 消费需
求。 连锁商超大润发数据显示，
统一旗下的开小灶火锅在上海销
量猛增233%。 同时 ， 大润发自
己研发的加热即食快手年菜自1
月上市以来， 每周销量环比增长
超过50%。

饿了么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
在线上供应年夜饭套餐的餐饮品
牌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64%、
参与门店激增260%， 供应的年
夜饭套餐数量更是同比上涨近3
倍。

业内人士分析 ， “就地过
年” 强化了餐饮到家消费场景和
需求， 倒逼餐企涉足生鲜、 预制
菜、 包装食品等零售领域。 尤其
是供应链和品牌优势明显的头部
企业纷纷借力线上平台， 从单一
的堂食转变为堂食、 零售 “两条
腿” 走路， 有望形成餐饮行业新
的增长点。

中国饭店协会的报告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对餐饮业冲击
巨大， 但也催生了新的亮点， 餐
企外卖、 食材零售、 成品半成品
工业化业务均有不同程度的拓
展； 社区团购+集中配送、 中央
厨房+冷链配送、 无接触服务等
也促使全行业的数字化、 智能化
水平大幅提升。 据新华社

“半成品年夜饭”“线上食堂”“星厨上门”……

世贸组织新掌门上任将烧“三把火”
世界贸易组织任命的新任总

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日前表示， 解决新冠疫情相关问
题、 改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和实现多边贸易规则现代化将是
其上任后的三大优先任务。

奥孔乔-伊韦阿拉15日被正
式任命为世贸组织第七任总干
事， 任期将从今年3月1日持续至
2025年8月31日。她在随后举行的
视频记者会上强调， 解决疫情相
关问题， 帮助应对疫情给健康和
经济领域带来的双重冲击， 将是
自己上任后的首要任务。

她表示， 一方面， 通过发挥
世贸组织对成员贸易政策监督职
能， 鼓励成员取消相关贸易限制
措施， 以提高抗疫物资跨境流动

的自由度； 另一方面， 鼓励各方
在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议》 框架下， 扩大新冠疫苗在全
球的生产许可范围， 让更多贫穷
国家早日获得疫苗。

改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也是当务之急。 奥孔乔-伊韦阿
拉说， 如果全球唯一一个解决贸
易争端的多边平台不能发挥作
用， 那么成员们制定再多规则也
没有意义，要考虑各方诉求，确保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方案可行。

她说， 目前的好消息是， 所
有成员都同意改革争端解决机
制 ， 只是对如何改革有不同意
见。 她表示， 将了解各方对改革
内容的诉求， 尝试统一意见， 将
改革方案具体化、 系统化， 并希

望能把方案带到今年的世贸组织
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

另外， 奥孔乔-伊韦阿拉表
示， 有必要实现多边贸易规则的
现代化。 她强调， 完成电子商务
领域的谈判非常重要 。 疫情期
间， 数字经济突飞猛进， 未来电
子商务规模仍会迅速跃升， 但世
贸组织目前却没有涉及电子商务
的规则。

她表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世贸组织确保了一个公平竞争的
多边贸易环境，对于巩固公平、平
衡、 透明的国际贸易体系极为重
要。她强调，未来世贸组织仍将致
力于让所有成员， 无论其贸易规
模大小，都能成为受益者。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英国英格兰公共
卫生局16日发布信息说， 该机构
在英国本土发现38例新冠确诊病
例感染一种名为 “B.1.525” 的
变异新冠病毒， 目前正在对这种
病毒展开深入调查。

英格兰 公 共 卫 生 局 已 将
“B.1.525” 列为 “受调查” 的变
异新冠病毒。 按照该局的通常做
法， 如果专家组调查后认为该病
毒在传播和致病性等方面风险较
大， 就会将其列为 “受关注” 的
变异新冠病毒。

英格兰公共卫生局说， 此前
在丹麦、 加拿大、 尼日利亚等国
已发现 “B.1.525” 变异新冠病
毒 ， 该 病 毒 包 含 一 种 被 称 为
“E484K” 的突变 ， 这种突变在
之前发现的多种变异新冠病毒中
也能被观察到。

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医务主任
伊冯娜·多伊尔说， 目前没有证
据显示这种变异新冠病毒会引起
更严重疾病或具有更强传播性，
该局会持续监测相关数据并在必
要时采取措施。

英国正调查一种新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新华社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16日发布的疫情数据显
示， 全美15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56384例， 这是自去年10月中旬
以来的最低纪录； 新增死亡病例
1217例， 为去年12月上旬以来的
新低。

近来， 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数、 死亡病例数和住院病例数
均呈下降趋势。 美疾控中心数据
显示， 截至15日， 美国过去7天
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约8.6万
例， 为去年10月底以来新低； 过
去7天平均日增死亡病例约3000
例 ， 呈下降趋势 。 《大西洋月
刊》 发起的追踪全美疫情项目最
新数据显示， 目前全美新冠住院
病例约为6.4万例 ， 也呈下降趋
势。

美流行病学专家认为， 近期
美国疫情核心指标有所缓和， 一
是由于新政府强化口罩令、 保持

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有一定效
果， 另一个因素是美国新冠疫苗
接种量增加， 在民众中建立起一
定的免疫保护力。

美疾控中心网站数据显示，
截至16日， 全美已接种新冠疫苗
约5522万剂， 其中完成两剂接种
的人数约为1501.5万。

不过， 近期变异新冠病毒在
美快速传播引发公共卫生专家担
忧。 据美疾控中心最新数据， 截
至14日， 全美已有50个州报告共
计1193例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 其中1173例感染英国发现的
变异病毒， 17例感染南非发现的
变异病毒， 3例感染巴西发现的
变异病毒。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
东部时间16日晚， 美国累计确诊
病例已超过2774万例， 累计死亡
病例超过48.7万例。

美国日增新冠病例数显著下降

首批中国新冠疫苗
运抵匈牙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