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疫情改变了我们聚餐逛街、吃吃喝喝的过年模式。不
过，随着防控好消息一个个传来，宁波开始启动全面复工模式。

17日晚间，宁波连出两道“大招”，对企业复工进行重大调
整。一是在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加快恢复沿街商铺、
餐馆、理发、外卖、快递、便利店等便民服务场所；二是除负面清
单外，宁波企业复工只需备案+承诺。

不少人欣喜若狂，街边的奶茶店终于要开了吗？昨日，本
报记者专程扫街，走访了街头商铺、4S店以及理发店等地，了
解目前宁波街头最新的商铺营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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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记者在市区走访了一圈，
发现已经有理发店开始复工营业了。

“感谢老婆有先见之明，
提前买了测温枪”

位于民安路162号的“阳光名剪”是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最早复工的一家理发
店。店主李伟锋老家在龙泉，前晚刚到宁
波，就第一时间向社区报备，测温枪、口罩
都是老婆春节前在网上订好的，也是刚刚
到货，“真得感谢我老婆，没这些东西，今
天我也没法开张了。”上午10点，李伟锋
打开店门，开始迎客。

开张第一天，店里生意不错，基本是一
个接一个，有时还要排队。李伟锋按照复
工承诺书要求，提前做好理发用品消毒、佩
戴口罩等工作，客人进店一是看他戴没戴
口罩，二是测量体温，然后开始理发。

“整个过程尽量不跟客人对话。”李伟
锋说，客人理发完还需要留下姓名和联系
方式，以便社区进行回访。

理发收费和年前一样，洗剪吹35元，
“来这里都是熟客，今天开张，通知大家的
方式主要是通过微信朋友圈，路过的客人
还是不多的。”

“昨晚在朋友圈
买齐了防疫用品”

位于宁穿路张斌桥菜场西门的
MS。匠心美发店于昨日中午11点多开
始复工。

“复工需要准备的东西都齐全。”店长
唐师傅老家在四川，原计划大年三十回老
家过年的，“后来因肺炎疫情，回不去了。”
唐师傅说，他们店里的测温枪和口罩都是
前天晚上购买的，看到新闻后，他就急忙
下单买了这些用品。18日一早就去社
区进行复工申请，“不开张不行啊，店租、
房租都要钱的，为了生活也没办法啊。”
唐师傅说，目前到店的理发师就他一个
人，还有一个打下手的小哥。“人全部到
齐，理发师3个人，洗头、做头发的还有
两个人，过两天再喊他们回来。”唐师傅
表示，理发流程也是按照承诺书要求去
做的。他告诉记者，上午办理复工申请
的过程也比较顺畅快捷，“现在都挺关照
我们这个行业。”

唐师傅这家店开了四年，洗剪吹店长
价一直是68元，“价格没变过。”

“今天开张到现在，生意一直很好，我
基本没停过。看来这段时间没理发，大家
的需求都很旺啊。”唐师傅笑着说。

记者 史娓超 朱立奇
毛雷君 施代伟 文/摄

市民徐先生一套新房正在装修，虽然
木工师傅春节回老家未返甬，但他已盘算
着采购吊顶、地板等材料进场事宜，昨天，
他去了一趟装潢市场，发现市场尚未复工，
不禁嘀咕着“啥时才能开门”。

跟徐先生一样，不少消费者和经销商
都密切关注我市一些副食、家居、建材、服
装、数码等专业性市场的复工动向，记者通
过多方渠道打探了一番，发现大多数专业
性市场在严把疫情防控关的前提下，正在
考虑于2月底前后陆续复工。

专业性市场防控要求高

“大型专业性市场大都人员密集，摊位
成百上千，每个摊位平均2个人，1000个
摊位就是2000人，再加上顾客流量，人数
更多，加上有的市场空气流通性不畅，空间
较狭窄，防控要求会比较高，复工会比较谨
慎。”我市市场监督部门一位相关人士告诉
记者。

记者手头有一份鄞州区关于“疫情防
控期间暂缓专业市场复市的补充通知”，其
中提到：一是严禁区内专业市场在2月23
日24时前复市（应急保障需要的除外）；二
是在疫情防控持续向好、专业市场达到防
控要求的前提下，可分类有序复市；三是根
据疫情发展态势，届时对专业市场复市作
出相应调整。

“我们花了3天时间，对700多户的经
营人员进行了逐一排摸，认真做好人员把
控工作，同时在休市期间，经营户急需提取
口罩、84消毒液、雨披、手套等防控应急物
资的，市场安排专人登记、测体温，限时限，
符合要求才允许进入场区提货，避免人员
聚集，”宁波二号桥市场的负责人表示，特
殊时期他们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多数市场暂定2月底前后复工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市一批满足应急
保障需要的专业市场全年无休或已复工，
其中包括宁波市蔬菜副食批发市场、宁波
水产品批发市场（部分）、宁波果品批发市
场。副食、家居、建材、服装、数码等专业性
市场在春节期间休市，目前暂定2月底前
后陆续复工。

“根据鄞州区专业市场复市相关文件
精神，现代家园市场开市时间调整为2月
24日，如有变化，另行通知。”这是现代家
园市场的最新通知。

海曙区石碶市场区管理中心的《再次
延长休市时间》通知里，提到：“宁波轻纺
城、宁波万国商城市场的开市营业时间不
早于2月29日，下步将按上级要求和疫情
防控形势再及时进行调整。”

宁波二号桥市场复工时间已两度延
迟，目前暂定不早于2月27日复市，具体
时间待定。宁波望湖桥市场、宁波灵桥日
用品市场、天一数码市场、颐高数码市场的
复工时间目前暂未确定。

据业内人士分析，目前专业性市场碰
到的最大困难是让经营户书面签订承诺书
这个环节，经营户众多，如果书面签字，可
能会因为人员聚集带来较大的防控风险。
如何用更便捷的方法来替代承诺书？有业
内人士呼吁，可否通过“甬行码”来替代承
诺书，在确保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的前提下，
此举可能有利于提高市场复工的效率。

记者 周晖

店老板们，阿拉喊你回来
早餐店、沿街商铺、4S店、“TONY老师”都开工了没有？

记者昨日实地走访，宁波最全扫街信息都在这里了

餐饮店铺生意不错
暂时不提供堂食

中午时分，在馨园路上的牛吃
草牛肉面馆外，记者看到有几位顾
客正在等待取餐。玻璃门内放着
一张桌子，七八袋已经打包好的食
物放在桌上。一位工作人员一一
给前来取餐的顾客量体温、核对取
餐验证码等。店内没有堂食就餐
的顾客。

“今天是我们恢复营业的第二
天，2月16日我们的复工申请就通
过了。目前阶段，出于多方面考
虑，我们还是只开放了外卖，暂时
不提供堂食。目前来看，可能是因
为复工的商铺还不多，虽然没有提
供堂食，但是外卖订单量还是很不
错的。”该店店长王先生表示。

相距不远的欧文也已经恢复
营业，三三两两有顾客进入店内挑
选，在入口处也同样放着一张桌
子，上面有不少已经打包好的外卖
食物。

“我们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营
业，顾客可以上门选购，也可以选
择外卖下单。2月16日拿到复工通
知单，我们拿着准备好的复工申请
材料，到街道30分钟左右就办理完
了，紧接着进行了店内全面消杀等
准备工作。”该店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今天是恢复营业的第二天，但
是生意很不错，外卖订单占据较大部
分。虽然街上人还不多，但是销售额
已经达到了平时的80%-90%。”

记者随后来到了钱湖天地广
场，这里也有商铺正在做复工准备
工作。

在网红餐饮店田波牛蛙的北
门，该店店长李先生正在张贴一张
温馨提示，告知暂不提供堂食服
务。“我们也已经收到复工通知了，
今天员工都在忙着店内消杀等准
备工作，明天恢复营业。不过暂时
只提供外卖。”

戴口罩、量体温、店内消杀
是标配

做好疫情防控是商铺复工的
前提条件。开门营业并不意味着

“一劳永逸”，还要做好店铺日常防
疫管理。记者走访看到，目前已经
恢复营业的沿街商铺，防护措施大
多比较到位。

在欧文的玻璃门上，张贴着一
张“请配合测温和佩戴口罩再进入
门店”的提示，并有注明了具体日
期的“今日已消毒”字样。记者进
入门店后，就有一位站在门内的
工作人员进行测温，记者注意到，
他同时也佩戴了口罩，手上戴有
一次性手套。“由于我们主要销售
蛋糕、甜品，店内客人的滞店时间
是比较短的。但是只要进入店
内，我们都会要求每一位顾客先
测量体温，体温无异常方可进店；
并为店员配备了口罩、手套等防
护用品；每天定时给员工测量体
温，做好信息登记。同时每天使
用消毒液对地面清洁，避免交叉
感染，确保周边居民的购物安全。”
该店负责人说。

牛吃草牛肉面店虽然目前只
提供外卖，但对于每个取餐顾客、
外卖小哥也都遵行先测量体温，再
取餐的步骤，同时提供免洗消毒
液。对于店内管理，则是为员工配
备了口罩等防护用品，每天定时给
员工测量体温，做好自我防护。同
时每天进行店内消杀。

“实际上，在此前闭店期间，我
们每天也都定时进行店内消杀工
作。现在恢复营业后相应提高了
频次，加强消毒。”牛吃草店长王先
生表示。

在相隔不远的“好爸爸”店门
口，则张贴着《疫情防控承诺
书》，方便市民监督举报。该店
目前也还未恢复堂食，只提供外
卖服务。

昨天一大早，在得知复工的相
关文件已经发布后，记者在鼓楼附
近转了一圈发现，鼓楼的福建千里
香馄饨王、中山西路上的山东杂粮
煎饼店等一些店面较小的早餐店
已经开始营业。但大部分早餐店
还处于关门的状态，包括仓桥头面
结面店、味一早餐门店，还有几个

小区边上的大饼油条豆腐脑店、锅
贴早餐店等，都还关着大门。

味一早餐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店里的员工大部分是宁波本
地人，食材方面又有专门的供应渠
道，经过全面消毒后，随时可以开
工，应该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早餐品牌“早对门”负责人顾

女士表示，本周起先在店面内进行
整体消毒，接着宁波的员工就可以
复工了，“关于食材方面，店里的面
粉还有不少库存，肉类和其他食材
会有供货商直接对接，也不存在缺
货的问题。虽然员工数量少了一
些，不过提供外卖和外带应该足够
了。”

记者昨日探访了鄞州区下应汽
车一条街，发现大部分的品牌4S店
都已经复工开业。这条街上的宝
马、奔驰、奥迪、雷克萨斯、讴歌等品
牌4S店已经全部开门营业。宝马
4S店的保安师傅告诉记者，他们是
2月17日正式复工开业的，不过这
两天没什么客人，大多都是值班人
员。

不过，目前各大品牌4S店的客
流还是很少，工作人员基本以值班
为主。客户也是来做应急维修或者
保养的，还远远没有恢复到正常水
平。整条街上将近 20个品牌 4S
店，不管是进口豪华品牌还是国产

品牌，大部分都开门了，但是总体显
得很冷清，客户很少，门口停放的基
本都是样车和工作用车。

不过，针对今年的特殊情况，各
大品牌 4S 店也纷纷推出了网上
360度展示、小程序保养预约、车主
在线咨询等服务，通过线上的服务
来增加和消费者的互动。在宁波东
本鸿达4S店，两个95后的销售小
伙子，小杨和小魏，玩起了目前很流
行的网络直播销售模式。

据介绍，他们一般是每隔一天
举行一次网络直播。之前，没有复
工的时候，更多地通过直播解答一
些客户的问题和咨询。

“TONY老师”们
正式开工了
个个忙得停不下来

大部分4S店已开业
卖车小哥玩起了网络直播销售

早餐想吃大饼油条、生煎小笼？
应该不会等太久了

沿街商铺陆续开门
堂食还得再等等

副食、家居、建材、服装、数码……

宁波专业性市场
何时复工？
记者打探到的消息是：快了

中山西路上中山西路上，，已经开始营业的山东杂粮煎饼店已经开始营业的山东杂粮煎饼店。。

牛吃草牛肉面馆牛吃草牛肉面馆，，工作人员给顾客量体温工作人员给顾客量体温。。

唐师傅在给客人理发唐师傅在给客人理发。。

一家一家44SS店中店中，，销售人员正在做直播销售人员正在做直播。。

在鄞州印象城南面的馨园路上，已经有沿街商铺开始陆陆续续开门，
不过整体来看，目前还是闭门店铺占据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