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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供电段在
元宵节前，完成社棠车站48根15米高的接触网钢柱的
除锈、涂漆工作，保证供电设备安全可靠，确保旅客列车
供电安全。 □张赢弘 摄

近日，陕西化
建公司首次采用
1600 吨履带式起
重机轮式超级提
升配重小车模式，
成功吊装广东石
化炼化一体化项
目核心设备——
千吨级柴油加氢
反应器。目前，采
用此方式吊装千
吨级大型设备，在
国内尚属首次。

□陈练斌 摄

今年春节，位于重庆南岸区黄桷垭镇的
“陆派火锅”——巴倒烫，每天食客超千桌，
让老板王文军略感欣慰。

因为一场疫情下来，截至目前，他的
120多家连锁店关门停业超过一半。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分析，2020年，全国
餐饮收入增速、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增速
分别相较上年同期下降26%、21.1%，低于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12.7%，餐饮行业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

苦难成就的“陆派”火锅品牌

属猴的王文军看起来略有些沧桑，10
余年的创业历程，虽已挣下万千财富，但每
每看到女儿永远定格在 15岁的遗像，他就
心如刀割。

1997年，出生刚5个月的女儿确诊患上
了重度β地中海贫血症，每个月光基本治疗
费就要三四千元。为了给女儿救命，他辞职

后卖掉房子开起了夫妻火锅店。
尽管生意红火，但因为店小，架不住女

儿越来越高的治疗费，2001 年初，夫妻俩
偶然路过四川巴中市，发现当地人喜欢正
宗的重庆火锅，而好的火锅店却屈指可
数，正是餐饮连锁加盟的空白点。开业之
初，他们委托广告公司满城打出了促销条
幅“菜品一律 6.8折”。这一现在看来很寻
常的促销手段，在当时当地却是绝对首
创，以至于被促销吸引来的顾客中，有
70%成了“巴倒烫”的回头客，这让夫妻俩
在3年中赚到了近200万元。

“钱是赚到了，女儿还是没能躲过死神
的魔爪！”王文军深深叹了口气，“女儿走后，
我就一直在思索，我们这样拼为的是什么？”
通过这场大灾难，他终于明白了：“人，不能
仅仅为自己而活着！”

2020年，尽管企业收益大幅下降，王文
军却斥巨资修建员工宿舍，他要让大家庭
中的每一名成员，都能享受到企业发展的
红利。

为数不多的赚钱餐饮

江湖菜，风靡巴渝大地，其价格亲民，又
适合大众消费，重油重味，重庆话叫“巴

适”。2014 年，巴南木洞人秦启明创立了
“灶东家”民间菜，至今已有 10家直营店，
2020年营业额过亿元，相比 2019年大约增
长了10%。

秦启明说，从九龙坡黄家码头的第一家
店算起，每年以一到两家店的速度稳健扩
张，至今员工数达300多人。

疫情之初，所有门店关门歇业，一度让
秦启明和小伙伴们忧心忡忡。但很快，通
过美团外卖，线上销售从每天 50~60单逐
步增加到上百单，让企业度过了那段“难
熬”时光。

允许堂食开放后，灶东家继续沿袭“平
价”策略，消费控制在人均 50元左右，通过
建立种养殖基地，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与
农户进行联合种养。给予每户农民一定的
定金，养殖成熟后按照市场价进行收购，保
证了优质原材料货源。

这里的员工不仅有季培训还有月度培
训，除底薪+奖金的工资外，骨干员工均有
企业股份，员工持股达到50%。就是疫情停
业期间，员工工资也一分钱不少，效益最好
的月份，一些员工能拿到上万元。

“艰难的2020年终于过去了，感谢政府
减免税费，感谢房东减免租金，让企业渡过
了难关。期待2021牛转乾坤！”秦启明说。

后疫情的餐饮破局

2020是餐饮人难挨的一年，受疫情的
影响，这一年注销餐饮企业超过32万家，这
个数据是2019年的3倍。王文军认为，2020
年餐饮企业选择关店，不外乎三种情况：“疫
情被迫停业；好不容易撑过疫情，却无力支
撑后续经营；断臂求生，以求回血续命。并
非完全是疫情的缘故，只是疫情加速了餐饮
门店的轰然倒下。”

疫情前，餐饮主要以“堂食+外卖”为
主。但疫情暴发后，餐饮企业纷纷投入到

“新模式”的探索中，花更多精力打造成品、
半成品标准化生产，上线“堂食+外卖+外
带+零售”等多条销售渠道，开发“社区档
口”“餐厅外摆”等多时段、多场景经营模式。

在餐饮上半场，各种红利不断，只要模
式好，餐企就能获得迅速的发展。故事讲得
好就能获得上千万元融资、只要噱头足就能
开出几百家加盟店等，但随着泡沫被挤掉，
这样粗放蛮夷的时代即将结束。

“如今，餐饮进入下半场，餐饮人只能靠
脚踏实地一步步赚钱了。而人与组织的匹
配，就是一个服务型餐企发展壮大的核心。”
秦启明觉得。

“劳工荒”“用工荒”“点对点”接工人上
班……往年在春节后各地企业复工都会有
一个缓慢的启动过程。而今年“就地过年”
倡议是不是会带来企业早复工的正面效果
呢？近日，记者采访了一些企业。

在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陕汽控股）生产车间，机械手臂正有条不
紊地在生产线上忙碌。“结合市场订单持续
高涨，生产任务紧以及疫情防控等原因，公
司综合考虑选择提前复工。大年初四第一
天的复工率就达到了100%。”陕汽集团相关
部门负责人介绍。

在陕汽控股的技术中心电控所算法室，
记者看到员工郑平平正在聚精会神地进行
自动驾驶横向控制算法的仿真测试……去
年八月刚毕业进入公司工作的郑平平，老家
是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为了响应“就地过
年”倡议而选择留在陕西过年。

“家离得远，返乡除了经济成本，更重要
的是时间成本，来回就需要两天的时间。虽
然是我第一次在外地过年，但是公司领导的
慰问、关怀让我觉得很温暖，与大家庭的兄
弟姐妹们一起过年也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郑平平说。

在春节“就地过年”政策影响下，往年 2
月生产端回落、消费端回升的现象可能改
变。“去年受疫情原因影响，第一季度的产量
较少，今年产量相对去年同期将有大幅度提
高。”该负责人说，“就地过年”减少员工往返
旅途时间和人员流动性，避免往返途中在人
员高密度的车站、机场等交通工具上与他人
接触的机会，使疫情感染率大幅度降低，有
利于员工准时复工，为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打
下了坚实基础，为公司全力实现一季度开门
红提供强有力保障。

再看另一番景象。为响应政府号召，留
陕过年，加之工期紧张，由中建八局承建的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展览中心项目春节

不停工。2月 12日，大年初一，工地内钢结
构有序吊装施工，同时，金属屋面、幕墙作业
也在交叉进行，在几个展厅内部，项目经理
冉文洲正带领管理人员挨个梳理工作面情
况，主体施工结束后及时将材料清退，土方
回填要有怎样思路，以及给各支队伍创造春
节期间施工条件，保障项目春节期间安全平
稳地度过。

“项目自进场施工以来，就面临时间紧、
任务重等诸多不利因素，为不延误工期，公
司及项目层面一天也不敢耽误，集中人员和
资源力量，努力克服困难。”中建八局项目
书记王胤安说。今年留陕过年的口号发出
后，项目部45名管理人员、工地1000余名工
人及机械操作人员，选择响应号召，春节留
守岗位，共克时艰。

王胤安介绍，在春节开始前一个月就筹
措各家队伍的工人资金，统计留岗人数，制
定春节期间施工工资保障措施，过年期间，
严格落实各队伍春节补贴发放到位，同时，

组织工会进行慰问、发放慰问品，安排一些
文娱活动，极力让大家辛苦工作的同时也能
享受到家的温暖。

东吴证券分析，传统春节下建筑行业的
用工稳定性最差，从业人员环比降幅达到
28%。以往出现“用工荒”的主要原因是不
少农民工返乡后，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选择
不返工。但是今年，“就地过年”形势下，不
少用工企业给工人招工奖励和高额补贴，不
少打工人选择留在工地过年。这无疑是对
节后企业复工按下“加速键”。

“根据前期摸排情况了解到，基于订单
饱满、原材料供应稳定充足的情况下，在春
节期间，全市有 40%以上、近 600家企业进
行排班生产。全市 10家超百亿企业，基本
处于不停工状态。”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运行监测与安全处副处长侯朝介绍，西安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复工情况比较好，截至
2月 24日，经开区复工率在 95%左右，高新
区复工率达到100%。

“““就地过年就地过年就地过年”””为企业复工按下为企业复工按下为企业复工按下“““加速键加速键加速键”””
□本报记者 牟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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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能否“牛”转乾坤？
“艰难的2020年终于过去了”

□李国

本报讯（郭沛然）“6点抢盒马集市，7点美团
买菜，8点橙心优选，9点永辉……”如今不少群众加
入到网上买菜的队伍中，同时下载好几个APP的不
在少数，生鲜电商行业乘风而起。2月 24日，笔者
从企查查获悉，西安以 544家的生鲜电商相关企业
数量，跻身全国前五。

近期，美菜网、叮咚买菜等多家平台传出即将
赴美 IPO的消息。回顾2020年初，疫情使群众宅在
家中，催生出网上买菜的巨大需求，推动我国生鲜
电商行业进入发展新阶段。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
有 1.7万家生鲜电商相关企业，近十年来相关企业
注册量逐年攀升，2020年新注册 4776家，同比增长
34.8%，是过去十年中注册量最多的一年。

有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生鲜电商
的市场规模已达 2000亿元-3000亿元。网上买菜
撑起的千亿市场，背后是资本的追逐和市民生活方
式的改变。“以前去商超都要买一礼拜的菜，现在网
上买菜既有当日送达，也有隔日取货，海产肉类啥
都有，家里顿顿都能吃上新鲜的。”家住团结南路
200号的刘女士说，自疫情发生以来她很少逛超市，
生活所需都改成网上采买、家门口提货很方便。

笔者了解到，我国生鲜电商相关企业主要分布
在广东、江苏、山东等地区。其中广东企业数量位
居全国第一，目前共 4495家；陕西以 971家位列全
国第六。从城市分布来看，深圳、广州、长沙排名前
三，深圳以 2824家生鲜电商类企业遥遥领先，西安
市则以544家位列第五。放眼全国，注册资本在100
万以内的生鲜电商企业所占比例较大，共 6561家，
达到了总量的 38%。其中，西安有 358家企业注册
资本在100万以内。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市民生活逐渐恢复常
态，生鲜电商敲开万家门的下一步如何走，能否留
住疫情带来的流量红利，还需拭目以待。

保居民就业的关
键是保企业，保企业的
难点是保初创企业。

近年来，一批新生代经济体在铜川诞生、
成长，这得益于铜川市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的支持和帮助。“在这里，公司享受着两年
内免费的办公用房、办公桌椅、水电、网络
和创业政策咨询、创业培训、创业指导、创
业补贴办理、创业项目推荐、财务代理、法
律咨询等服务，发展势头迅猛。”陕西知行
天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贾亮说。

为了让有创业梦想的高学历人才留
在铜川、建设铜川，铜川建成了首个以扶
持电子商务产业为主的大学生创业孵化
园，6年来，铜川市大学生创业孵化园聚
智聚力，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延伸服务触
角。从对创业者初期的创业培训、创业计
划到市场评估、资金预算再到风险防范、
扩大规模，创业指导工作秉持“不缺位、不
越位”的原则持续跟进。截至2020年底，
累计入驻园区创业企业384家，带动就业
2180人，孵化出园企业 256家，累计营业
额5.55亿元。目前在孵企业128家，培育
年销售额千万元以上企业3家。

为了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帮助更多
的人实现创业梦，2018年底，一个全要素
的“双创”空间铜川创业大街应运而生。
铜川创业大街建设立足铜川、辐射全省，
集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孵化平
台、青年创客培育基地为一体，以“低成
本、便利化、全要素、多业态、开放式”为运
营核心。铜川创业大街通过建设“创意商
业体验区”和“创业生活配套区”，整合铜
川当地旅游、民俗、文化资源，纵向开发相
关文创衍生品，开展路演、临展、公开课等
活动，树立铜川特色文创品牌。街区可承
担成果展示、商务洽谈、项目路演、创业培
训等内容，通过对接政策、科技资源、资本
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帮助入驻企业
实现产业化发展，推动高新科技产业转型
升级。

从事公共区域节水型器具生产和销
售的陕西普瑞达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
第一批入驻创业大街的企业，两年时间，
公司迅速发展成为这里最具发展潜力的
企业之一，现有员工 14人，年营业额达
1203万元。

截至 2020 年底，铜川创业大街累计入驻企业 173
家，成功孵化企业63家，培育规上企业6家，培育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电商直播、节能环保等新业态企业 6家，拉
动上下游就业3000余人。此外，铜川创业大街还积极推
动产教融合发展，建立了中德职业教育联盟和市职业技
术学院双创平台，为铜川市六大产业集群和新业态企业
高速发展提供人才、技术保障，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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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杨博

开展向劳动模范学习活动
本报讯（张永峰） 2月 23日，陕西五龙实业集团公

司号召全体员工，开展“向劳模张一鹏学习”活动，扬帆
起航开启新年新征程。

据介绍，张一鹏是该公司测绘工程师，负责全集团
范围内各项工程测量和绘图工作。2020年12月，被西安
市委、市政府授予西安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为弘扬劳模
精神，该公司决定，对张一鹏进行大会通报表彰，奖励人民
币20000元，号召集团公司全体员工，开展向“劳动模范张
一鹏”学习活动，唱响“中国梦、劳动美”时代主旋律。

陕西五龙集团有限公司

牛年春节，略阳钢铁厂组织开展了走访慰问系列活
动，由厂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分别到离退休干部、生活困
难党员和职工家里进行了看望慰问，并为他们送上了慰
问金。 □刘娟 摄

2月23日，在陕建安装集团高新天谷雅舍项目，工人
们正在进行焊接防雷接地施工。据了解，该项目作为西
北地区第一个被动式低能耗社区，总造价11.7亿元，总
面积137149.23平方米。 □王诗萌 摄

2月25日，“倒春寒”天气来袭，给鄂尔多斯盆地油气生产
带来严峻挑战。面对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长庆油田五大主力
气田齐头并进，天然气平均日产量保持在1.4亿立方米以上。

□薛涛 阳忠华 侯健 摄

本报讯（霍强）近日，笔者从位于咸阳
市的陕西天成航空材料有限公司获悉：由该
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大规格钛合金棒材全
流程控温控轧生产线最后一组设备试车成
功，标志着目前世界最大、最先进的航空级
钛合金棒材生产线全线贯通，国产钛合金制
备工艺和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成立于 2007年的天成航材是专业从事
钛合金材料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其
自主研发的大规格钛合金棒材全流程控温
控轧生产线以大单重坯锭为原料，进料单重
最大可达10吨，最大进料直径达1000毫米，
15分钟可完成从坯锭到棒材的生产过程，
可生产最大长度 24米或最大直径 350毫米
的高性能钛合金棒材，满足国内航空结构
件、发动机盘环件原材料的需求。

据介绍，国内中、大规格钛合金棒材主
要采用自由锻工艺，存在生产效率低、工艺
可重复性差、长度和单重限制较大等问题。
天成航材创新采用“以轧代锻，锻轧结合”的
制备工艺，全连轧线采用大变形量、控温、控
速、自动化、高精度轧制，所生产的大规格钛
棒组织性能一致性及批次稳定性均得到有
效控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可为我国航空
工业提供充足、可靠的钛合金原材料，助力
航空业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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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举措确保元宵节安全供电
本报讯（潘世策）近日，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提

前制定保电措施、开展供区设备特巡、做好负荷预测、加
强宣传服务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五举措，确保供区
居民元宵节安全可靠用电。

该公司结合往年元宵节保电经验，对供区内的重点
保电线路、环网柜、箱式变电站进行特巡，加强对35千伏
变电站和输电线路、10千伏输电线路和 0.4千伏农村低
压线路的特巡。消除临潼临马线35号杆塔、代王支线10
号杆塔鸟害等 3处隐患，消除 10千伏和 0.4千伏各类安
全隐患8处，为“元宵佳节”点亮万家灯火。

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