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星期一

经济 05责任编辑 忻 意
版式执行 张 

■劳动报记者 陆燕婷 摄影 王陆杰

老饭店多为回头客 当年吃完订隔年

上海年夜饭总是一席难求

逾31万辆汽车被召回
崇明区首批5G基站已建成
为了岛上信号无盲点，基站维护小哥任务艰巨

华晨宝马、丰田、阿斯顿马丁……

雄风一号源自中国台湾 ， 其主要成分鱼
胶低聚粉 、雄蜂蛹 、蛹虫草 、地龙蛋白 、L-精
氨酸成分，五大优质原材料合理配比，采用现
代萃取技术，精制而成高浓缩男士营养品 ，经
专业检测机构检测。是放心、可靠的男性营养
品 ，按周期食用感觉更好 ，本品携带 、食用方
便，吸收好，自上市以来深受广大男性朋友的
青睐！

雄风一号诚祝你精力旺、身体壮、生活品质
好、幸福又自信。

七天一次 ，早晨饭前食用（可搭配温开水或
牛奶），一盒可食用一个月，三盒为一个周期，来电
可享受“买二赠一（同品同规格）”优惠套餐体验。

郑重承诺： 本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诚信经营，绝不添加任何非法添加物质，如
有违背，售价 100倍赔偿，欢迎社会监督。

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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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一次、放心、可靠，食用方便、吸收好！

宝山区;德钦药房（同泰北路 150 号），惠仁大药房（一二八纪念路 680 号）。 杨浦区：黄兴路 1618 号（大
润发一楼汉寿堂），浦东区：利津路 453 号（静月星大药房），上南路 3521 号（卜蜂莲花二楼服务台对面
雷允上专柜），闵行区：罗秀路 1541 号（东升药房近镇西路）。 静安区：场中路 3272 号（寿益大药房）

专卖店：上海市黄浦区武胜路 479 号（盈谷贸易有限公司 \ 近威海路）
咨询订购热线：18721363080 021-3650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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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 年鼠年新春倒
计时，寓意阖家团圆的“年夜饭”
预订已进入尾声。 记者走访沪上
多家老字号、新品牌发现，特别是
老字号年夜饭几乎一席难求。 “当
年吃完订隔年”，占比 35%。 而由
于老字号、新品牌竞争激烈，今年
的年夜饭价格未现增幅。

打电话来即可?
实际却非常难订

光明?大酒店淮海中路总

店，大年夜已无席位，而小年夜 8
点以后有少量余位。 食客都说订
不到席位，工作人员却表示“打电
话来即可”。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光明?年夜饭的预订是从今年的

6 月 18 日开始。 以光明?淮海中
路总店为例，大厅有 17桌，包房则
有 20多个。 小年夜的餐标为平均
每桌 2000多元， 而大年夜的餐标
则为 3000元至 3600元一桌。

“老饭店年夜饭大多是这样，
客人今年吃完年夜饭直接预订来

年的。 ”燕云楼广西北路店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2020 年的年夜饭早
已订满。 “大堂宴席 2388 元起板，
加上包房总共有 60 多桌。 已经没
有席位了。 ”

“最早的一批食客是在 2019
年新春家宴后 ， 就当即预约了
2020 年春节档。 ”梅龙镇酒家负责
人告诉记者， 大年夜的席位早已
订满。 “今年预订年夜饭需要缴

1000 元现金作为定金。 ”而上海老
饭店相关负责人则透露， 大年夜
的晚餐大厅还有少量的席位 ，均
价约为 4888 元， 包房则已订完。
和梅龙镇的“规矩”一样，预订上
海老饭店的年夜饭也需要带上

1000 元现金，并到现场进行预订。

平价、中高档兼顾
装修也要守住电话机

“和往年不同，今年恰逢绿波
廊装修焕新。 不过，我们还是在大

修期间派专人负责一台电话机 ，
来接受年夜饭的预订。 ”绿波廊副
总王时佳告诉记者，“不能辜负老
食客，电话不能停。 ”

王时佳告诉记者，一般来说，
顾客用餐一般以自己点菜和套餐

两种形式， 年夜饭则多是套餐居
多。 翻修一新后， 绿波廊约有 15
个包房，加上大堂 ，总共有 50 多
桌。 绿波廊年夜饭的菜单保留了
上海风味。 例如，八宝饭、特色椒
盐酥，都是上海食客所偏爱的。 葱
烤南美参、清炒蟹粉，价格略微上

涨。 王时佳告诉记者，定价尚未出
来， 但年夜饭 60%至 70%都是回
头客。

“我们没有那么早， 从 11 月
份才开始预订， 但目前已经全部
订完了。 除了电话预订，也有电视
购物平台的合作销售。 ”新锦江相
关负责人张承来告诉记者， 今年
年夜饭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 ，大
厅约为 3000 多元，包房则从 6000
多元至 8000 多元不等。 平价、中
高档消费，适宜不同人群，不过 ，
都很紧俏。

包房系统已订满
整体价格平稳未涨

“从全市层面来看 ，2020 年
除夕年夜饭，包房系统已全部订
满。 包括第一批、第二批，都已订
完 。 大厅则有余位 ，大约在 50%
左右。 ”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秘
书长金培华告诉记者 ，年夜饭是
刚性需求 ，上海食客也钟爱本地
的品牌餐饮企业。 “对许多老品
牌 ‘当年吃完订隔年 ’的餐饮而
言，很常见，约在 35%左右。 而诸
如杏花楼 、新雅 、老振兴这些老
品牌比例更高 ，70%都是 ‘回头
客’。 民营餐饮品牌则占比仅为
50%左右。 ”

“价格上，如顺风大酒店在上
海约 29 家门店，今年价格略微上
涨。 不过，从全市层面来看，尽管
今年猪肉价格涨幅较大， 但同比
去年， 今年年夜饭的餐饮价格并
未随物价上升而上涨。 ”金培华向
记者指出，往年，上海历年年夜饭
的价格同比上一年度都有 5%至
7%左右的增幅， 但今年平均价格
并未上涨。

“整体来看，老品牌年夜饭的
包房系统价格约为 3000 多元，大
厅则为 2000 多元。 新餐饮则更适
合小家庭， 一般来说新的民营餐
企除了菜式创新外，大桌少、小桌
多， 多为 4 人位更适合小家庭团
聚。 ”金培华表示，今年，传统餐企
和新餐饮的竞争也相对激烈 ，因
此反馈到价格端， 竞争之下价格
反倒平稳。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

婷） 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披露 ，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系列

汽车召回信息。此轮共有超过 31
万辆汽车被召回 ， 涉及华晨宝
马 、丰田 、阿斯顿马丁等品牌汽
车，其中绝大部分为华晨宝马旗
下部分国产 3 系汽车。

另据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召

回公告进行统计，2019 年我国汽
车召回数量各月保持稳定。今年
1 至 11 月共发起召回 183 批次，
召回总量达 596 万辆 ，同比数量
下降 51% 。气囊 、安全带等零部
件故障居多。

华晨宝马召回
部分国产3系汽车

据披露，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
公司召回 2011 年 4 月 22 日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期间生产的部
分 华 晨 宝 马 316i、316Li、318i、
318Li、320i、320Li、328i、328Li、
330i、330Li、335Li 汽车 ， 共计达
312281 辆。

记者注意到，此次召回华晨宝
马分为两批次：一是自 2019 年 12
月 27 日起，召回生产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22 日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2013年 12 月 2 日至 2014 年 4
月 29 日 、2014 年 10 月 6 日至
2015 年 5 月 29 日范围内的车辆，
共计 150951辆。

二是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起，
召回生产日期为 2013年 5月 1日
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5 日、2015

年 6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5 年 11 月 2 日至 2016 年 7 月
31日范围内的车辆， 共计 161330
辆。

召回原因系因车辆燃油箱制

造工艺波动和设计容错性不足 ，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可能引发燃油

箱上部的加工口盖板开裂， 导致
车辆加满燃油时发生燃油泄漏 ，
存在安全隐患。

2019年汽车召回
总量达596万辆

2019 年我国汽车召回数量各
月保持稳定 。 今年 1 至 11 月共
发起召回 183 批次 ，召回总量达
596 万辆 ，相比去年同期的 1209
万辆 ， 同比数量下降 51% 。其
中 ， 进口汽车占据召回汽车总
量的半壁江山 ，1 至 11 月发起
召回共 103 次 ，自主品牌发起召
回 31 次 。在召回原因上 ，气囊 、
安全带与发动机依然是召回的

主要原因 。
其中， 气囊与安全带原因召

回的汽车数量达 198 万辆， 发动
机原因召回的汽车数量为 149 万
辆， 悬架原因召回的汽车数量为
102 万辆，电器设备原因召回的汽
车数量为 45 万辆。

在召回汽车品牌分布上 ，1
至 11 月召回的 183 批次中 ，涉
及进口车企 103 次 ， 合资车企
50 次 ，自主车企 31 次 。其中 ，
进口车依然是召回汽车的 “重
灾区 ” ， 德系和日系召回次数
最多 。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叶赟） 记者获悉，上海移动全力
支撑崇明区打造全球首个 5G
全覆盖的人居生态岛。 目前，已
率先建成崇明区首批 5G 基站，
基本实现崇明区重点区域网络

5G 全覆盖。
据介绍，在崇明区政府的指

导和支持下，上海移动全面加快
了岛上 5G 建设覆盖， 仅用了 1
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约 300 个
站点的建设和开通。目前，崇明
区城桥镇、陈家镇、长兴岛、建设
镇、 陈海公路已率先开通移动
5G 网络。

劳动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崇

明区的基站有的在田野间，有的
在厂区内，有的在堤岸旁……有
些基站位置过于偏僻，没有车辆
可以直接驶入的通道，需要步行
前往，如果遇到抢修任务，基站
维护小哥们还需要背着重达 60
斤的抢修工具和板件， 徒步赶
赴，相当辛苦。

目前，上海移动近千个宏基站
分布在岛的各个角落，确保了岛上
信号无盲点。为持续保障崇明区居
民通信幸福“不断线”，上海移动基
站维护小哥们不顾路程遥远，坚持
高标准做好日常巡检工作。“核心
站点一个月二次、重要站点每月一
次、普通站点每季度一次”，阅机房

内的出入登记本，一条条巡检记录
字迹端正、一丝不苟。

泥路坡道陡、 乡间草丛走、
巡检环岛游，细数日常维护的种
种经历，也饶有兴致。每年 7-10
月台讯期间，长兴岛、横沙岛的
机房都面临巨大的考验。由于前
往岛屿的公共交通方式可能受

到恶劣天气影响的限制，基站维
护人员往往需要提前入驻横沙

岛，连续驻岛多日，看护好岛上
重要基站。

2019 年汛期，上海移动 4 位
基站维护人员在岛上职守 4 天，
抢救险情 17 起， 保障了台风期
间岛上通信顺畅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