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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雪上加霜 餐饮业首现负增长
本报记者 闻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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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去呷哺呷哺，服务员

告诉我，原来每餐必点的鸡肉丸不供

应了，”4月 10日，一位北京网友在微
博上抱怨说。记者随即拨通了呷哺呷

哺双井店的电话，那里的工作人员表

示，店中一些禽类的菜品确实从 4 月
9日就开始暂停销售了，但是店里的
生意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随着 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人数
的增加，不少餐饮企业已经开始受到

影响。据记者了解，除了呷哺呷哺，湘

鄂情等餐饮企业也已经暂停销售禽

类菜肴。

餐饮业全线“隔离”

“这周开始，店里所有的家禽类

菜品都停掉了。”4月 10日，在海淀区
阜成路定慧寺的湘鄂情阜成路店，客

服人员告诉记者，受禽流感疫情的影

响，公司已经于近日全面停售禽类菜

品，同时停止采购任何禽类食材。当

记者询问何时恢复菜品时，该人员表

示“一切等公司总部的通知”。那么暂

停销售禽类菜品是否会对餐厅经营

造成影响呢，工作人员说暂时还没有

影响，这几天就餐人数和之前差不

多。

在另外一家上市的餐饮企业小

南国，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H7N9
禽流感疫情现阶段对公司暂无影响，

但会密切留意各地监管部门的指引，

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调整。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小南国已经将冷菜用

的鸡肉原料从苏北鸡改为广东鸡。

谈到“用鸡”大户，每每遇到类似

的风波，以经营炸鸡和鸡肉汉堡为主

的肯德基、麦当劳、汉堡王等快餐品牌

势必是首当其冲。记者发现，北京的肯

德基和麦当劳目前仍在正常经营，菜

品没有变化。近一段时间，记者在北京

城内多家麦当劳看到，就餐顾客的数

量和往常区别并不大。但在点餐台前，

有些人会在做选择时犹豫一下。

不仅在餐馆不敢吃鸡鸭肉，各家

航空公司也纷纷避开带有鸡肉的飞

机餐。记者从北京两家航空配餐公司

了解到，他们已不再为飞机餐配送禽

肉，拟用畜肉或海鲜等代替。

上海或永久停止活禽交易

在目前病毒肆虐的上海，情况比

北京更加严重不少。虽然，上海市内

的麦当劳依旧正常营业，但是上海一

家门店的销售人员在电话里对记者

表示，“生意冷清很多，非鸡肉类产品

销量还行，而涉及鸡肉的产品，购买

的顾客明显少了很多。”作为快餐龙

头主要鸡肉供应商之一的圣农发展

董事长傅光明向记者表示，禽流感确

实对行业产生了影响，由于上海是禽

流感爆发的“重灾区”，该地区的肉鸡

销售量有所减少，不少商家也已停止

供货，不过其主要客户肯德基、麦当

劳、德克士等洋快餐仍正常进货。

上海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金培华向记者介绍，禽流感发生以

来，全市餐饮行业业绩普遍下滑，例

如以家禽为主的餐企振鼎鸡营业额

下滑达八成，其他禽类餐企诸如小绍

兴等也有不同幅度下滑。

此次禽流感对上海餐饮行业的

影响还远不止这样，就在 4月 9日有
消息称，上海或永久停止活禽交易。

在互联网发起投票结果显示，超过五

成网友支持永久停止活禽交易。就此

问题，记者咨询了上海市农委相关负

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对于永久停止

活禽交易，会征求市民意见。

作为上海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副

秘书长，金培华告诉记者，他建议在

市区停止活禽交易，但不推荐全市停

止活禽交易，毕竟上海地区一直有活

禽的消费习惯，并且量还很大。根据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统计，禽类

在上海所有食材中占比达 5%。

餐饮业 35年首次负增长

近期，在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2013年前两个月，中国
餐饮业出现了改革开放 35年来的首
次负增长。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禽流

感，无疑是对中国餐饮业的一次雪上

加霜，清明长假后，湘鄂情、全聚德等

餐饮股跌幅超越大盘，全聚德股价一

度跌幅超过 7%，收盘时全天下跌幅
度为 4.62%。

行业惨淡使得餐饮企业的上市

进程更加艰难。在证监会近期针对

拟 IPO 企业启动的复核中，企业自
查阶段已有约 25%的排队企业退
出或中止了审核进程，其中餐饮企

业、农业企业较多。记者发现，早在

去年就进入排队上市状态的高端餐

饮企业“顺峰饮食”和“净雅食品”

双双撤单，去年 8 月启动上市计划
的北京快餐连锁企业“嘉和一品”

也因未递交财务自查报告而自动中

止核查。

“这肯定和当前的行业环境不景

气有关。”尽管企业方面对撤销 IPO
申请都不愿正面回应，但中国烹饪协

会新闻发言人边疆认为，企业撤销上

市计划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状

况有关，“企业压力重、后劲不足、没

有底气。虽然通过前期的发展，这些

企业已经达到了上市的要求，但在当

前的严峻形势下，企业清醒了很多，

如果上市后表现不好，还不如不上

市。”

本报记者 陈青松

“速生鸡”风波刚刚过去，H7N9
禽流感又强势来袭，这使得本已陷

入低谷的家禽养殖产业再遭重创。

宁波振宁牧业有限公司是浙江

最大的土鸡养殖企业。该公司销售

部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最高峰时，他们公司每天土鸡的销

量高达七八万只，有时供不应求。

H7N9 禽流感发生后，市场严重滞
销，最近几日直线下滑，这两日成交

量基本为零。“土鸡价格较高时，一

斤能达十元多，现在不足四元，大降

接近三分之二。”宁波振宁牧业有限

公司销售部负责人称。

禽流感或波及未来市场

江苏南通大部分养殖场的鸡都

销往上海，由于这几天上海禽类交

易市场关闭，而南通本地市场无人

收购，导致已经出栏的鸡无人问

津。

《中国企业报》记者还发现，除

了江浙一带，由于活禽的滞销，养殖

业所受到的影响还蔓延到山东、湖

北、河南、广西一带，养殖企业也深

受影响。

湖北潜江市康宏生态禽业养殖

公司是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家禽养

殖公司，也是当地农业部门重点扶

持的企业。

康宏生态禽业养殖公司年出栏

肉鸡近 300多万只。这几天，由于公
司负责人李前祥的“先见之明”而使

得公司头一遭上了省里的新闻媒

体。

李前祥的先见之明，就是在听

说禽流感疫情后，他事先将鸡场里

剩下的 7000 只成鸡卖掉。很快当

地鸡鸭价格猛降，交易量下降九

成。

虽然如此，更大的困难还挡在

他的面前：因为他的鸡场里还有 20
万只仔鸡，十几天后就要开始出栏

了。

“照此行情下去，下一步不知怎

么办才好。”李前祥跟记者聊天时

说，这次亏惨了，最少在百万以上。

有养殖户行业人士表示，如果

再继续下去，不少企业和养殖户有

可能将倾家荡产。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国内很

多鸡场都是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
由于部分中小家禽养殖企业担心

“H7N9 禽流感事件”在短期内无法
消弭，因此补栏积极性不高。

山东德州禹城市大禹圣农有限

公司一年出栏量 1000万只鸡，该公
司总经理朱文平近日表示，已经好

几天没有销售白条鸡了，已经赔了

十几万。

据朱文平介绍，“H7N9 禽流感
事件”发生后，从养鸡户那收购毛

鸡，收购价格一天一个价。短短几天

便从近五元跌至三元多一斤。因此，

很多养鸡户不打算再养鸡了。

应对禽流感的制度设计

目前全国规模以上的养鸡场超

过 1000 家，小规模的养鸡场不计其
数。以浙江为例，普遍存在养殖规模

较小和密集程度过高的问题，导致

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

中国农科院家禽研究所所长陈

宽维认为，疫病的发生对一家一户

的散养模式来说，很难避免。我国的

养殖业最首要解决的是规模化问

题，将一家一户的散户养殖模式转

变成产业化的养殖模式，行业门槛

提高了，管理技术提升了，对畜禽疫

病的控制才会更加有效。

据悉，国内家禽消费者一般是到

市场上挑选活禽后当场宰杀，而在

西方一般是销售冷冻的禽肉。前者

一旦出现相关疫情，面太广，使得防

控的压力和难度加大。

因此，有专家表示，应通过定点

屠宰减少活禽直接进市场，像猪肉

一样有专门的屠宰场，杀好后再进

入市场，或冷冻后再销售，这样便于

集中防控。

湘佳牧业董事长喻自文建议，应

对禽流感事件，关键是和生猪定点

屠宰一样，实施家禽定点屠宰。通过

推行“禽类定点屠宰，白条上市”制

度，切实加强质量和卫生监管，确保

禽类新鲜安全，这样可以更好地控

制病毒的传播。

（上接第一版）

运营商称事不关己

面对代售渠道充值卡发票乱象，《中国企业报》记者分别

致电了三大运营商相关人士。

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新闻发言人、综合部总经理手

机均无人接听。中国移动客服热线解释说，各地情况不太一

样，具体不太了解。中国电信客服人员则表示，其营业厅网点

都是有发票的，建议到那里充值。

赵中新则对记者说，联通已经向渠道商下发了足够的发

票，至于他们没有将发票发放给消费者跟联通没有关系。赵中

新一再强调，联通各个营业厅都可提供发票，营业厅如果拒绝

提供发票才是联通的问题。

目前，三大运营商营业厅销售的充值卡都可以提供发票，

用户还可以在自助终端根据消费纪录打印发票。

不过，北京海淀区一家便利店的老板王先生透露，运营商

提供的发票比较少，这就造成发票比较稀缺，上游的渠道商因

此视为一种资源往下销售，我们下游的代销点只能进一步加

价再销售，最终的费用就转嫁到用户身上了，就出现了现在一

票难求的局面。

运营商涉嫌逃税？

“我的手机费一年下来少说也有上千元，从来没有要过发

票，按营销税最低的 3%算，每年也为中移动省了 30块钱的
税。中移动有七八亿用户，像我这样的用户算起来，一年能为

中移动省多少税？更何况这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邹

冰冰激动地说。

不过，上海一家餐饮企业的财务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发票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手段，只是税收的一个依据，税收还

可以通过财务流水、营业额等依据征收。如果按照收入真实报

税，开不开发票都不存在逃税。没开发票，只是可能涉嫌逃税。

记者查阅各运营商财报发现，2012年，中国移动纳税 419
亿元，分别占营收和净利润的 7.5%和 32.4%；中国联通纳税
24亿元，分别占营收和净利润的 0.96%和 34%；中国电信纳税
47.5亿元，分别占营收和净利润的 1.67%和 31.6%。只是由于
运营商业务复杂和纳税具体算法的问题，暂时无法得出上述

比例是否符合相关税率。

不过，之前也有北京市东城区地税局征管科一位负责人

透露，通讯企业的纳税数额与实际销售额不符是不争的事实，

北京市税务部门曾多次与中国移动等通信企业协商，但目前

还没有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是税务上的问题了，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我们是国企，

而且是上市公司，逃没逃税很容易查出来的。如果逃税，自然会

有监管部门调查。”赵中新对于指责运营商逃税的问题表示。

（上接第一版）

《华尔街日报》则将海天盛筵称为“中国高端生活方式的教

科书”。据公开资料显示，本届“海天盛筵”共吸引了近万名全球

高端圈层客户到三亚，其中近 200名是使用私人飞机直接抵达。
“这次活动最大的失败是主办方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富人

圈。”一位多年从事展会策划的文化公司总裁王女士给《中国企

业报》记者分析，首先，中国的富豪是不适合高调的，这就是中

国文化。

第二，奢侈品在中国也不应该如此走高调路线，只有小众

的才是奢侈品，高调的奢侈品会引起购买的跟风、甚至山寨的

兴起。“正如 LV在中国的发展，了解奢侈品行业的人都知道，
真正高端的 LV包是订制的，而目前在国内专柜销售的大部分
并不是真正的高端系列，加上山寨产品的大量涌现，LV快要成
了中国富豪阶层放弃的品牌了。”

第三，中国没有富豪精英生活的文化基础，目前国家也没

有投入力量去引导这个阶层。

最后，从受众的心理分析，因为极度宣扬奢华、高端及富

商、美女云集，传出丑闻后，受众更愿意选择相信丑闻。“单从这

点看，就能充分证明主办方对于这些可能引起的负面效果预判

不足。”

“中国的游艇经济一定不是这样做的。”房磊认为，“前几年

没有做出影响力。现在是靠炒作，从一个有品质有品位的娱乐

项目，炒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预计明年富豪们不会再参加了。”

奢侈品行销冷中看热

4月 11日，号称亚洲最大、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游艇
展———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携手中国（上海）尚品生活展及

中国（上海）国际休闲产业展，三大展览同时同地亮相上海世博

展览馆。然而，与海天盛筵相比，这个一直以来有着官方背景、

中国顶级游艇展会似乎显得要冷清许多。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很多原来一直参展的游艇企业

此次爽约。一位游艇企业经营者蔡先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

绍，今年不参加主要是因为经济不景气，企业经营效益不好。

“冷清缘于几方面原因，最主要的是目前这种展会太多了，

基本上每月一个。”房磊给《中国企业报》记者算了一笔账，按每

平方米 1万元算，一般一个展位要 50平方米，就要 50万元，再
加上运输、布展、人力成本，企业不可能每个展会都参加。另外，

上海出现了禽流感感染病例，也是一方面原因。“当然，也有一

部分原因是受到海天盛筵丑闻的影响。”

“市场需要培育，但游艇产业不应该只是富豪的游戏。”正

在上海参展的厦门游艇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留典芳，一直

以来主张把游艇做成大众消费品，“随着国家发展海洋经济的

战略推进，游艇产业不能只是奢侈品，应该有 80%的中小游艇
给平民用。”

留典芳认为，这个行业同样需要国家政策扶植，比如倡导

建立公共码头，少建高端码头。这个是一个链条很长的产业，应

该向汽车工业一样扶植发展。

海天盛筵背后的异样富豪行销

纳税额与销售额不符
电信运营商被疑逃税

在养殖业大省江苏，农委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
该省白羽肉鸡销售价格已经跌破 4元 /公斤，黄羽肉
鸡销售价格仅为 2.8元 /公斤，降幅达 60％—70％；
鸡蛋批发价格 5.8元 /公斤，降幅 22％。

鸡价跌幅 成
H7N9重创中国家禽养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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