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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生 逆行而上
加班加点保供应

在大家宅在家里就是为防
疫做贡献的时候，一大批商业
人为了保障民生必需品的供应
加班加点，面对疫情逆行而上，
奋斗在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线。

受到疫情影响，万达广场
的众多餐饮品牌面临门店关
闭，暂停营业，大量待岗员工人
力成本压力巨大，另一方面，疫
情期间各大生鲜超市处于高速
运转状态，人力严重不足。如
何帮助商户解决用工难题，迫
在眉睫。万达商管推出“用工
合作平台”，组织打通多方资
源，利用全国广场公众号，免费
发布场内外商户的用工招聘通
告，促成特殊时期下人力紧缺
的企业与暂停营业的商户建立

“互助模式”，盘活闲置人力资
源。一方面减轻餐饮商户因受
疫情影响无法营业的人力成本
负担；另一方面也可缓解包括
生鲜超市人力急缺的压力，保
障城市稳定供应；同时让待岗
的企业员工有活干、有收入，打
消惶恐稳定人心。

疫情期间，蔬菜、矿泉水、
方便面、挂面、消毒液等部分物
品出现暂时性短缺。丹尼斯成
立了专门的应对小组，一方面，
在货量需求比较大的情况下，
为物流中心增派人手，将总部
人员派往基层保障物流配送；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将原本需要拆零的货品改成整
件配货，并且定下每天出货量
的目标，集中保障米面油、蔬
果、杂粮等民生必备物的供
应。另外，积极办理物流配送
相关手续，保障供应。

YOYO PARK 购物公园
的永辉超市在疫情期间一直保
持着营业状态，并且对民生的
米面油蔬果生鲜类商品保障了
充足平价供应，疫情期间扩大
了仓储区域及蔬果类的储备
量，解决周边居民的日常所需，
尽到了特殊时期商业应该承担

的社会使命。
为了保证物流供应，正道

思达一方面组织人员把组织到
的货源尽快拉到仓库，另一方
面临时召回部分主管和员工，
帮助物流仓库做货物分拣、验
收和配送。正道思达各门店除
了上午保证门店销售之外，在
下午顾客减少的时候，组织门
店给社区送货，利用微信群和
社区对接，根据市民需求，在店
内组织好生鲜、粮油、牛奶等货
品，直接送到社区门口，想尽一
切办法保障市民生活。

免租金 同舟共济
携手商户渡难关

商业因持续闭店遭受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各大购物中心
为体现与商户同舟共济、攻克
难关主动减免商户租金和物业
费，多者长达36天，这体现的
则是企业的担当和胸怀。

1月 25日至 2月 29日万
达商管郑州区域公司将商户租
金和物业费全免。根据业内人
士预测，万达商管郑州整个区
域公司租金、物业费减免总额
预估达到两亿元左右，全国
323个万达广场免租金、物业
费30亿~40亿。时间之长、力
度之大实出意外，不禁感慨万
达作为一个企业的责任和社会
担当。

复工之后商场客流少，商
家恢复正常经营尚需时日，为
与商户共渡难关，万达商管集
团2月19日再次发出继续扶
持商户新措施的通知。通知指
出，推出疫情期间继续扶持措
施，允许恢复经营后现金流困
难的商家延期缴纳租金及物管
费。同时，为解决万达广场中
小微商家现金流困难，万达商
管集团联合微众银行推出商家
纾困融资方案，至少100亿元
资金支援中小微商家。

1月31日，永威木色购物
公园对1月25日至2月8日期
间所有商户的租金给予全免。

这也是自万达集团、首创奥莱、
华润置地发布减免商户租金以
后，郑州首家本土商业发布减
免商户租金信息公告。

2月4日，杉杉商业集团宣
布“减租补贴政策”。包括郑州
市中牟县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
场在内，国内6座奥莱广场在1
月25日至2月24日期间，对餐
饮、娱乐业种的经营商户租金
全免，其他业态免保底租金。
对所有商户物业费由广场经营
方补贴50%。

疫情期间，为了帮助商户
共渡难关，锦艺城推出1月25
日至2月29日租金全免、3月
份租金贴补等扶持政策，丹尼
斯、正弘城、新田商业、福都购
物广场等根据商户不同情况也
推出针对性的补贴方案。郑州
多家商业除了减免租金，还提
出了帮扶融资的举措。

新田商业迅速联合银行推
出针对商户的多种融资方案，
为现金流出现困难的商户提供
资金保障；同时根据不同地区
的实际情况，为商户制定对应
的租金方面的减免政策，希望
通过努力，能一定程度上缓解
商家燃眉之急，与众商户一起
共渡难关。

线上购 拓宽渠道
力助商户去库存、增收入

减免租金、帮扶商户，体现
的是与商户同舟共济、增强面
对疫情的信心。拓宽营销渠
道，帮商户去库存、增收入才是
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众商家
积极探索线上购物平台的开发
应用和推广，由线下向线上转
型，帮助商家增加销售收入，以
减少客流下降带来的损失。

丹尼斯集团2019年12月
初上线的线上购物平台丹尼斯
美妆购App在这时发挥出了
重要作用。各门店纷纷推出线
上购物、建群营销、直播带货等
新零售方式，利用线上服务能
力提高营业额，让顾客实现

“云”逛街，协助商户转型。商
家员工在复工后，也纷纷“转型
升级”，成为网红主播。

“集团的线上美妆购APP
在疫情期间对我们帮助非常
大，疫情一开始我们抓紧把服
装、居家、运动等非化妆品的部
分也都在线上推动起来。2月
17号复工后，每天线上的业绩
表现还是非常好，线上购的业
绩达到了此前的10倍。”大卫
城总经理曹岗说。而丹尼斯百
货人民店、花园店则在抖音开
起了美妆线上课堂，每天下午
2点开始直播，每场直播一到
两个品牌。为了方便品牌直
播，人民店甚至在七楼贵宾中
心专门打造了一个直播间。

2月12日正弘城便开启了
第一场直播，每场直播三至四
个品牌，包含化妆品、服饰、珠
宝等多个品类，最多的一场直
播有近 4万人在线观看。目
前，正弘城在抖音的官方账号
已拥有粉丝6.9万人，疫情期
间，直播为正弘城的小程序实
现了引流。正弘城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自 2月 7日起，正弘
城+小程序便实现较大增长，
销售业绩也有明显提升，最高
时一天销售额超80万。

疫情突袭，一些还未开发
线上平台的购物中心则加快了
步 伐 。 2 月 20 日 ，YOYO
PARK购物公园的新版小程序
商城正式上线，除了原来具有
的会员权益、积分好礼等功能，
还加入了闪购、领券中心、订单
查询等功能，在小程序上可直
接选择商品进行购买。

新田商业拓展多个直播带
货渠道、社群平台，及时上线新
田360广场线上商城，为商户
经营助力。

在郑州首创奥特莱斯，商
场总经理、副总经理齐上阵，在
微信公众号、抖音直播间宣传
带货、发福利。据了解，首创奥
莱全国各大商场总经理、副总
经理都将化身“奥莱版网红”，
尝试走出一条适合奥莱行业的

直播带货之路。
万达广场、杉杉奥莱、郑州

万象城、熙地港等众多购物中
心也陆续开启了线上直播等营
销渠道，帮助商户去库存，走出
经营困境。

献爱心 慷慨解囊
大爱小爱暖人心

2月27日上午，在福彩大
厦六楼会议室，郑州丹尼斯百
货有限公司向河南省慈善总会
捐赠2000万元，该款项定向捐
赠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支持全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这是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省慈善总会接收的
最大一笔捐赠资金。

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旗
下河南正弘九如实业有限公司
向郑州市红十字会捐款1000
万元，用于郑州市疫情防控急
需物资的采购、新建疫情防疫
传染病医院的建设和疫情防控
定点医院医疗物资的采购、疫
情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由于街上多数
餐馆尚未营业，环卫工人、快递
小哥等遇到吃饭难题。2月28
日，丹尼斯集团还发起“凝聚爱
心，情暖中原”公益活动，携手
厂商在全省近百家门店设“爱
心传递站”，医务人员、交警、环
卫工人、快递小哥等坚守一线
城市服务者可免费领取爱心餐
饮。

随后，新田360广场、郑州
建业凯旋广场等也都通过“爱
心餐饮”的形式为“城市英雄”
送去关爱和服务。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郑
州商业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展现了企业的担当和胸怀，经
受住了疫情的考验。没有一个
严冬不可逾越，也没有一个春
天不会来临。在河南降低应急
响应级别、居民出入放开、餐饮
堂食的全面复工等多重暖风的
吹送下，郑州商业复苏的步伐
逐渐加快。

疫情之下看商业之二

全面战“疫”，保民生、减租金
商业人同舟共济勇担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袁婷婷

1月25日，河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吹响了全面打赢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号角。身处抗疫一线的商业人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面
临重大的考验。心中有爱是企业长久持续发展的活力之源，心中有责是企业突
破困境的动力之本，心中有担当是企业危中求机、决伐果断的执行力的保障。
郑州商业人在疫情面前保民生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免租金、献爱心与商户
同舟共济彰显企业担当，既是应对疫情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商业运营能力的全
面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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