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整商业模式，维系 2019冠状病毒病 

疫情期间的农业食品企业 

不同于口蹄疫、禽流感、大肠杆菌或李斯特杆菌，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并非直接通过牲畜或农产品传播，因此未直接扰乱农业生产。

然而。疫情导致关停措施升级，劳动力短缺；保持距离和封锁措施拖慢了运行

效率；这场危机正在不断削弱着农场和农业企业为市场稳定提供食物的能力。

所有这些状况也都在挑战着农业企业维持惯常商业模式的能力。某些情况下，

部分企业能否平安度过危机仍未可知，特别是食品链上的小型企业，包括农场

企业、贸易商、食品生产商、分销商和零售商。 

下文建议强调了这些企业在疫情期间维持粮食系统正常运转方面可以发挥

的重要作用，以及为长期可持续转型提供的重要切入点。除继续确保这些企业

在创造食品附加价值、给城乡居民提供非农就业方面的作用外，建议还肯定了

小型和大型企业在所在社区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基于社区应对 COVID-19 的

潜在贡献。 

这些建议受众广泛，包括相关部委（农业、卫生、贸易和基础设施），

公立机构（食品营销、企业发展局），食品行业协会（农民合作社、食品加工

协会），代表中小企业的协会，本地商业服务提供方，非政府组织以及商会。

在不同国家中，角色和产出也不尽相同，具体取决于一国国情和制度能力。

然而，为确保相关措施对目标企业发挥作用，总体原则是要尽可能推动跨机构

合作，并与代表食品行业的协会保持密切沟通。 

下文建议围绕农业企业在日常管理中的业务模块组织，包括：战略管理与

伙伴关系，以期获得集体支持；财务资源管理，包括每天、每周和每月的流动性/

现金、资产和信用；人力资源，指帮助公司完成工作的职工和人员；以及市场

和销售，着眼于公司在疫情期间如何锁定客户并保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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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以及与竞争对手合作 

COVID-19 疫情状况仍处未知，但农业企业已经开始着手调整自身的商业

模式。他们意识到当前亟需改变以往的商业模式，如面对需求扩大或人手短缺的

情况，开展商业情境规划，寻找投入品供应的其他渠道，更加注重库存管理，

制定有张有弛的投资方案，审查职工职业健康和安全措施，以及对人力资源做出

规划。可供考虑的建议包括： 

• 基于流行病学和宏观经济展望开展情境分析，运用分析结果跟职工沟通公

司未来的不同发展路径。推广国家和区域 COVID-19 宣传工具，如非洲联盟

的 COVID-19 面板（非盟，2020），有助于企业了解疫情的最新动向，以

及运用宏观经济预测数据对农业食品部门开展交叉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

企业编制情境规划，更好地与职工沟通危机对企业和人力资源需要的可能影

响。在需要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候，透明沟通能加强职工的理解和认识。 

• 支持在竞争前阶段开展合作。当前，采取行动加强对集体订单的议价能力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此类行动包括主动走出去，联系面临同样困难

的企业，如进口包装或原料企业。若无行之有效的协会，可支持对大宗服务

有相同需要的企业联合起来，加强合作。在某些国家中，基础设施薄弱导致

食品难以通达买方和市场；此种情况下，这种战略就显得更为重要。 

• 化危为机，强化代表小企业的协会的制度能力。农场企业通常可与农民

合作社携手合作，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组织。然而，该部门的其他

企业通常组织化水平不高。如，在肯尼亚从傍晚持续到黎明的宵禁制度

造成港口货物积压；食品运输商需要肯尼亚运输商协会的首席执行官

Dennis Ombok 向政府提出吁请，为目前积压在警察查验点的基本食品和

农业投入品建立快轨制度（彭博，2000）。 

• 基于负责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贸易和农业的各个机构之间的跨部门

规划，加速推进农业食品部门数字化方案。移动货币和零接触金融服务的

蓬勃发展在减少面对面接触的同时，维系了多类农业企业，故重要性与日

俱增。自疫情暴发以来，数字化食品和农业企业增势迅猛。如，2016 年在

中美洲和加勒比推出的 Hugo 食品配送应用程序业务翻了几番，给年轻人

带来的就业机会也急剧增多（elsalvador.com，2020）。自采取封闭措施后，

整个区域的饭店和零售商都转投食品配送应用为消费者持续供应，包括

老年人和弱势群体。 

保持流动性和现金流，挺过危机 

在食品服务部门，对面临倒闭或面对顾客数量下滑的小企业来说，当务

之急是要确保短期现金流和流动性。小企业对从采购到销售各个环节现金流入

和流出的管理能力决定着其能否平安度过危机。国际食品链受到干扰也会触发

大型国内企业的现金流问题，进而波及下游流动性。可供考虑的建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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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农业企业的需要量身定制金融刺激方案，采用跨部门整体思维和宣传战

略，支持精准锁定目标。很多国家都在设计创新性的一揽子计划，为农业食

品部门以及小型企业量身定制具体措施。如，新加坡的食品饮料企业在本年

年底之前，都可以享受 50%的职工工资抵扣，免交房产税（The Straits Times，
2020）。广泛征求各类伙伴意见对于确保工具合乎用户需要非常重要，这些

伙伴包括商业银行和发展银行，财政部、贸易部、农业部，商会，发展伙伴，

大型国内食品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协会的代表。文献资料中建议采用的工具

包括私营部门流动性基金、赠款、担保基金、信贷假期、贷款以及以股抵债

（Financial Times，2020a）。小企业也要快速明晰未来的方向和需要采取的

措施。一份麦肯锡简报中建议，公务员应当调换身份，管理财政热线，让小

企业能够快速获得信息（麦肯锡，2020）。 

• 在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时考虑制定有条件的标准，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德国环境部长 Svenja Schulze 表示，围绕 COVID-19 的任何恢复方案

都应当建立在“推动建设全面利用可再生能源经济”的目标之上（Climate 
Home News，2020）。如，旨在支持企业短期给付失业福利的财政措施应

同时要求企业承诺采纳节能技术，且/或就减少农业企业碳足迹的相关做

法开展职工培训。 

• 确保大型食品企业加速向小企业付款。正常情况下，小企业至少要等上

3个月才能收到款项；而在当前时期，付款延误可能会危及一个企业的存亡。

很多跨国食品企业，如联合利华，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采取行动，

努力满足供应链上小企业的需要。这些例证说明了各行动方可以携手合作，

保持食品链上的流动性（联合利华，2020）。 

留住人才，积累经验，度过危机  

任何企业都要确保职工能够全力以赴帮助企业实现远景和目标。在发展中

国家，很多正式注册的小企业都有不同类型的人员队伍，既包括享受公立医疗

保险的正式职工，也包括没有带薪病假、需要自费看病的非正式职工。故此，

职工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可供考虑的建议包括： 

• 确保企业为职工创造体面的条件，将保护职工健康安全置于满足眼下市场

需求的企业压力之上。企业内部疾病传播风险增加可能会逐步消耗掉企业

自身的知识和专业力量，让长期商业模型面临风险，另外也会进一步加剧

卫生系统的负担。政府法令可敦促企业采纳良好的健康和安全措施，尽可能

保证职工的安全。缺少防护口罩和手套可能需要临时拼凑，循环材料，以期

保证安全。另外，还可以通过倒班或错时安排各项活动来保持距离，减少

职工之间相互接触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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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灵活机动，重新将职工分配到不同的职能中去，减少面对面业务。以

往在工厂门外负责销售的职工可以调换岗位，帮助应对电话订单的增多；

也可以转岗为司机，支持门对门配送，或采购农业投入品或商品。食品

配送应用成为了食品服务企业的重要生存工具，特别是在允许外卖和食品

配送服务继续运转的国家之中。如，马来西亚拓宽了“重点工人”的定义

范围，纳入了食品配送工人，方便消费者在疫情期间继续网上订购食物

（This Week in Asia，2020）。 

彰显农业食品企业在社区中的社会角色 

不论大小，农业食品部门的企业都要向所在社区以及政府证明，自己是应对

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可靠伙伴。以下建议可供考虑，可由公立

机构提供支持，也可由企业直接采纳： 

• 与食品企业沟通，让其了解保持接近正常价格的重要性，以保护长期食品

市场。动荡时期，食品交易商、加工商和零售商很容易会选择提高基本

食品价格，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牟利。然而，对澳大利亚农场企业的采访

表明，农民现在可以从恐慌购买中获益，但接踵而至的经济倒退却会让他们

在不远的将来更加举步维艰（Financial Times，2020b）。 

• 要求食品零售商在店内提醒消费者保持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建议的

良好卫生习惯。让消费者错峰入场，控制每平米人数，在入口和出口处

提供免洗洗手液，保持距离，这些都是全球各地食品零售商可以效仿的

良好做法。 

• 鼓励受欢迎的食品企业运用自身的营销活动告诉人们，食品生产仍在继续，

让他们不要囤货，造成不必要的食品浪费。如，肯尼亚 Tuskys连锁超市首席

执行官 Dan Githua 曾说：“我们要让公众相信恐慌是毫无必要的...我们仍会

继续以标准价格获得必要的供应”（The EastAfrican，2020 ）。 

• 支持通过公告牌、广播和电视宣传等方式向农民和小型食品加工商传达

别开生面的共克时艰讯息，提振士气。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是非洲最大的

食品零售商 ShopRite，其卖场遍布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15 个国家。除推出

“阻断病毒”行动外，卖场还为最脆弱人群提供各类服务（Shoprite 
Holdings Ltd.，2020）。 

• 拿出企业的善意姿态，彰显企业在疫情中的角色。很多企业都在与本地

非政府组织和主管部门合作，优先安排并/或捐赠面向脆弱人群、医院和

各项社会计划迫切需要的食品。欧洲的#食品英雄#活动可资借鉴，食品

企业在营销推广局和商会的帮助下，彰显了自身在应对疫情方面的重要作用

（FoodDrinkEurop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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