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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本市流动餐车经营行
为，推动早餐服务新模式发展，市
商务委等七部门印发《上海市流
动餐车管理办法（试行）》于 8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管理办法》对
于餐车本身、点位设置、经营主体、
运营管理等各方面提出了要求。

目前，长宁区已试运营全市首
辆流动餐车。光明、百联、粮全其美、
盒马、巴比等 5家试点企业积极开
展餐车投放前准备工作，确保 9月
底前100辆流动餐车上路运营。

其中，百联计划在 8 月中旬
先行投放 5 辆流动餐车进行试运
营，9月底前投放 11 辆流动餐车；
光明计划 8 月底先行投放 2 辆流
动餐车进行试运营，9月中旬投放
8 辆流动餐车，9 月底投放 20 辆
流动餐车；粮全其美、盒马、巴比将
在国庆前夕分别投放 50 辆、2辆、
2辆流动餐车。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位于轨交
13号线世博会博物馆站的盒小马
歌斐中心门店，会跟随地铁早高峰
的节奏开始忙碌起来。和其它早餐
店不同的是，新鲜现做的煎饼果
子、手抓饼、豆浆、咖啡等餐品会被
放到旁边的智能取餐柜，被匆匆而
至的乘客扫码取走。
这是上海升级版“早餐工程”

的新业态标杆盒小马首店。用户在
盒马APP提前远程下单，到自提
柜扫码取餐，整个数字化履约在 2
分钟内即可完成。数据显示，大部
分用户会提前 5 分钟下单，也就
是 2站地铁的距离。这期间，用户
可以在盒马 APP 上查看订单状
态，并收到人工智能取餐电话提
醒，APP端同步显示取餐信息。
“新零售 + 早餐服务”也是

未来申城早餐工程推进的重点模
式。上海将全力推进盒小马、逸小
兔。“网订柜取”项目聚焦地铁沿
线写字楼片区、开发区（园区）、地
铁上盖商业项目展开布局。
目前，由盒马运营的盒小马项

目，全年规划开店 80 家，计划于 8
月 12日 6店同开，7店同庆。由百
联集团运营的逸小兔项目，全年规
划开店 20家，计划于 8月 18 日 5
家门店同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
持续帮助企业解决网点选址、证照
办理等实际困难，争取年内完成
100个“网订柜取”网点建设。

考虑到人们生活水平、餐饮理
念的不断提高，不少“老字号”正
在不断推陈出新，从品种、模式等
多方面带来更多惊喜。
“我们会在现有的早餐品类

里增加一些西式点心，比如已经在
洽谈的牛奶棚的蛋糕、泰康食品的
西式饼干等。”老盛昌董事长余维

明告诉记者，根据此前的调研，他
们发现年轻消费群体对于早餐消
费升级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公
司也一直在考虑如何跟上时代潮
流，更好地迎合市民的需求，而增
加“西餐”便是提升“共享早餐”
整体品质的方案之一。

据悉，共享早餐“中西结合”
的模式将于今年国庆前，率先于老
盛昌位于浦东和虹口的两家改建
门店“落户”。与此同时，老盛昌
“网订店取”也已进入冲刺阶段，
可供提前线上下订的小程序已基
本设计完成，去中式早餐店买早餐
“即到即提”，即将成为现实。

买早点不仅会更便捷、更丰
富，还将更健康。记者获悉，大富贵
预计在今年 9 月中旬陆续在 10
家门店推出“粗粮套餐”。“比如
我们会增加白煮鸡蛋、玉米、杂粮
馒头等低油、低碳水化合物的产
品，甚至组合成一个套餐。”大富
贵总经理奚伟中告诉记者，在新开
发的产品或套餐中，将减少米、面，
并增加蔬菜水果的使用，做到营
养、美味与健康的更好结合。
同时为了方便市民购买早餐，

大富贵将继续增加网点的布局，今
年预计增设 6-8 家门店。而新店
也将在动线设计、品种搭配上提升
客户的体验度，“例如会把之前只
出现在专门冷菜柜台的‘小菜’加
在柜台前的菜单上，顾客点了一碗
面，也可以很方便地加一些酸辣
菜、四喜烤麸等进行搭配。”

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到，目
前，全市共有早餐供应网点 2 万
多家，其中约 80%网点供应中式
早餐，20%网点供应西式早点，形
成了社区堂食门店、连锁便利店、
街边小店、西点面包坊和电商平台
外卖共计 5 种供应模式。随着市
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需
求的日益多元化，本市早餐工程也
面临着一些问题和短板，包括购买
早餐的便捷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早
餐品种有待进一步丰富等。

因此，为了让市民吃得更便
捷、更丰富、更健康，在今后的早餐
工程“升级”推进过程中，申城将
通过完善以连锁早餐网点为主
体，特色单店、流动餐车、外卖平
台配送等多种形式为补充的早餐
供应体系。例如在加快推进“共
享早餐”建设方面，申城将聚焦
具备“中央厨房”条件的企业，梳
理企业“可共享菜单”与“需共
享菜单”，为供需双方企业搭建
平台，以实现市民“进一家早餐门
店就能吃到多家品牌企业早点”
的愿望。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满足市

民对健康、营养的需求，市商务委
将会同市卫健委实施《早餐营养
优化计划》，对早餐企业提供的菜
单进行营养学分析，提出营养优化
建议，推出适合各类人群营养需求
的健康套餐。

晨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持续巩固深化市、区领导
干部集中走访企业成效，中共上海
市委部署开展市、区领导干部常态
化走访企业工作，更加主动地做好
安商稳商招商和助企发展工作。昨
天下午，市委书记李强先后走访了
我市部分创新型企业，认真倾听企
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深入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和纾困惠企措施对
接落地情况。李强指出，市场主体是
经济的力量载体，事关城市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要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
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打造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全力支持各类企业以恒
心办恒业、以创新创未来，更好发挥
稳增长、促发展、增后劲、强功能作
用，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
落实“六保”任务提供更有力支撑，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双胜利。

作为人工智能平台公司之一，
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并建立了全球领先的深度学习平
台和超算中心，并与国内外 700 多
家知名企业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李强说，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
生产力， 支持企业发展就是为经济
发展积蓄基本力量。 要结合常态化
走访企业工作， 全面真实了解企业
所思所想、所困所惑，以更大力度推
动纾困措施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以
更高标准更好水平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 让各类企业在上海心无旁骛抓
创新谋发展。 “我们看重创新企业
的， 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超越引领和
对行业上下游的带动力， 还有在更
大场景的广泛应用， 对其他产业的
赋能能力， 希望商汤努力打造成为
强大的创新主体， 更好服务城市生
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 ”

上海博泰悦臻电子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作为车联网行业的高科技企
业，业务范围涵盖数十家整车企业
系列车型，服务车联网用户近 400
万，并发挥技术优势探索发展汽车
新零售、新出行、新服务等，赋能打
造城市移动商业服务平台。李强说，
上海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需要吸引集聚一大批符合城市产业

定位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全市上下
要精准施策、精准对接，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加快形成良好产业生态，积
极助力创新企业深耕上海， 加快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加快
推动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赋能新
兴产业发展，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致力于北斗高精度卫星导航
定位应用相关核心技术研究及产
品开发、制造、集成和应用产业化，
不断拓展多行业应用，为客户提供
系统解决方案。李强希望企业放眼
未来 、进军前沿 ，努力攻关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技术，全力打造未来发
展新优势 ，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中奋力跑出加速度。 上海
将一如既往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为
企业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服务支撑、
更优良的人才发展环境、 更开放的
公共服务平台， 支持企业在沪实现
更大更好发展。

百辆流动餐车
国庆前陆续“上路”

李强走访创新型企业

以恒心办恒业
以创新创未来

晨报记者 谢 徐妍斐

早餐工程事关千家万

户。 在昨天举行的新闻通
气会上， 市商务委相关负
责人对 《关于进一步推进
我市早餐工程建设的意

见》进行了解读。为了更好
地推进申城流动餐车项

目，今年 9 月底前，申城将
有 100 辆流动餐车正式
“上路”。

与此同时， 申城将通
过大力发展 “便利店+早
餐服务”“新零售+早餐服
务 ” “流动餐车+早餐服
务”“互联网平台+早餐服
务”等方式，让市民更方便
地买到安全、 卫生又美味
的早餐。 全市首辆流动餐车已在长宁区试运营 /晨报记者 谢

现做的煎饼果子、手抓饼等餐品会被放到旁边的智能取餐柜，乘客扫码即可取走。 /晨报记者 杨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