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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商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全
市现有 8.4万家小面店，每天约卖 1300
万碗面，年产值近400亿元，从业人员50
万人左右。

若论普及度，重庆小面在全国无地
方出其右，但论个体规模，则是小巫见大
巫。就在7月8日，“和府捞面”宣布完成
近 8亿元人民币的 E轮融资。而今年，
与面食相关的项目融资事件就超过 10
起。一时间，各类面食项目受到资本热
捧。

据统计，我国米面制主食产业空间
在一万亿元左右，其中，仅馒头、面条等
面制主食的市场容量达 6000 多亿元。
在资本赋能下，小面产业正开启高速发
展模式。

面食赛道一跃破局

作为单笔融资近8亿元人民币的大
热面食项目，“和府捞面”起步于中式面
食，自 2013年首家门店上海开出以来，
相继进入华东、华北、华中、华南等全国
市场，以品牌标志的“中式书房”主力店
型落地一、二线城市高端商场。截至
2021年 6月底，“和府捞面”全国门店数
超过340家。

作为国内川渝风味面馆的头部品
牌，“遇见小面”于 2014年 6月创立于广
州，其将重庆小面等一系列产品进行全
面的升级改造，一举改变了传统街边店
的形象，目前已有100多间门店，月客流

量近百万。
“拉面说”主打“高端健康方便面”概

念。这个2016年才创立的品牌，次年便
拿到“挑战者资本”400 万元天使轮融
资，随后又陆续获得了 5轮融资。其通
过突破性产品创新打开新市场，在新锐
品牌中最早突围，硬生生从夹缝中杀出
一条生路，2020年“拉面说”销售额已达
6个亿。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24万
家面食相关企业，97％为个体工商户，超
4成在5年以上。另外，今年上半年共新
增面食相关企业数量超1万家。

一碗小面带动一座城

小面似乎遍及了重庆的每个角落，
从路边摊到包房，都有它的身影。不管
你是山城棒棒还是都市白领，只要生活
在重庆，就不可能离开小面。

秦云老太婆摊摊面是重庆小面的代
表，其老板秦云表示，顾客喜欢的味道各
异，众口难调，便是重庆小面真正的滋
味。

“但是重庆小面就是因为口味不同，
反而成就了在全国的地位。”重庆市小面
协会秘书长邹徐说，众口难调也并非坏
事。

“卖小面很辛苦，凌晨四五点要起
床，晚上九十点睡觉，除了过年，一般没
有休息时间。”重庆两路口一面店的老板
袁先生说，小面的毛利大约7成左右，一

家正常经营的面摊，每个月销售额至少
有两万元，但是做小面生意，需要拼体力
和耐力。

“今年前 6个月，我们已经在重庆、
四川达州和迪拜等国内外城市新开了 6
家店。”“舌尖上的嘿小面”老板谢涛透
露，截至目前，他们已在国内外 10多个
城市开店200多家。

“每卖出1亿元的重庆小面，需要花
椒约 50吨、辣椒约 200吨。再算上姜、
葱、蒜、小菜等，原材料成本占比至少在
40%以上。”邹徐说，1亿元重庆小面，可
帮助种植、养殖业等相关产业创造产值
4000万元以上。

红火的重庆小面，已逐渐形成一个
庞大的富民产业。据重庆市小面协会估
算，目前全国共计有超过38万家重庆小
面店，它们遍布各个省份、各大城市，创
造的年产值逾千亿元。

破除面食产业发展桎梏

作为重庆的地方小吃，重庆小面因
为麻辣鲜香，近十年来火遍大江南北。
在2017年举行的第27届中国厨师节上，
重庆拿到了中国烹饪协会授予的“中国
小面之都”金字招牌。

然而，走红的背后，产业的发展却受
到多种因素制约，如标准化、工业化产品
量少，线上销售差等。近日，重庆市小面
协会已与柳州市螺蛳粉协会达成战略合
作——柳州市螺蛳粉协会将学习重庆小

面开拓线下市场的经验；重庆市小面协
会将学习柳州螺蛳粉拓展线上市场的经
验，联合行业各方把重庆小面市场进一
步做大做强。

柳州螺蛳粉能在广西“三粉”中脱颖
而出，根本原因在于其“工业化”。更让
人称道的，还是它借助获批的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使得所有袋装螺蛳粉只能在
柳州市生产，由此彻底杜绝了像重庆小
面那样网上侵权事件的发生。

事实上，除了柳州螺蛳粉，蒙自过桥
米线、潼关肉夹馍、镇江锅盖面、襄阳牛
肉面、常德米粉等地方特色小吃，也都通
过各自的努力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正着力打造小面产业园的重庆市大
渡口区区长张国智表示，要构建重庆小
面全产业链生态圈，涵盖袋装小面生产、
包装生产、原材料加工、食品研发、物流
配送、小面文化展示等多个环节。

重庆小面现在已不仅是区域美食，
在全国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每年来重
庆学习制作地道重庆小面的外地人超过
3万人次，来联系加盟的企业超过 5000
家。重庆市人力社保局职业能力建设处
处长兰云鹏称，重庆已连续举办两届“巴
渝工匠”杯小面技能大赛，并争取将其纳
入未来的世界技能大赛项目。而标准化
体系的建立尤为迫切，从原料、加工、佐
料、烹饪工艺都必须有明确标准，对上下
游产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
发展进行规范。 （李国 李俊）

什么样的齐鲁名小吃具有“国际
范”？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上有哪些名小吃？飘香于百姓灶间的美
味小吃，能否借青岛峰会的契机走向全
国、走向全世界？

要说青岛峰会上“最香”的展区，那
一定非齐鲁名小吃展区莫属，共有来自
16地市的 19款小吃和鲁商迎宾宴亮相
活动现场，用山东味道，展示山东历史，
诉说山东故事。

选择标准：美味、特色、易于推广

此次亮相峰会的19款小吃分别为：
黄焖鸡米饭、鱼水饺、周村烧饼、枣庄菜
煎饼、水煎包、胶东大饽饽、隆盛糕点（清
真）、小米锅巴、范镇火烧、文登喜饼、海
菜玉米饼子、临沂煎饼、德州扒鸡、绿豆
糕（清真）、纸皮包子、郓城壮馍、野风酥
煎饼、鼎辉酱牛肉（清真）、高家糖球等
19种小吃。此外，现场还设有 1桌鲁商
迎宾宴，共20个展位。

山东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发展
处魏文胜介绍，山东气候温和，有大山、
大海、平原、丘陵，物产丰富，食材也极为
丰富，这给山东丰富的美食品类打下了
基础。魏文胜介绍，在此次“上会”美食
的选择上，不同地域的代表性小吃既有
历史特色又有历史文化，还易于下一步
产业化推广。

“易于推广是我们这次非常重要的

选择标准。因为标准化了才可以扩大覆
盖面，才有益于打造出一个大产业。”山
东省饭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新同样
强调了“产业化”的重要性。在他看来，
此次峰会来的很多都是世界500强公司
的总裁级人物，通过小吃这个窗口，不仅
展示山东丰富的物业和产业，也能展示
山东小吃背后的产业潜力和发展蓝海。

小吃不小 背后联动大产业

走进会场，第一个展位就是“咕嘟咕
嘟”冒着香气的杨铭宇黄焖鸡。正在现
场制作的厨师介绍，“我们现在已经是标
准流程化生产，只需等待4分钟左右，就
可以吃到一份新鲜热乎的黄焖鸡米饭。”

“杨铭宇黄焖鸡米饭”传承于 19世纪 20
年代济南“福全居”主打菜之一的“孟氏
黄焖鸡”，2011年的时候经过改良，形成
了目前标准化的黄焖鸡米饭。短短十年
的时间里，黄焖鸡米饭不但走出了济南，
还走上了世界，更成了与沙县小吃、兰州
拉面齐名的“大三名小吃”之一。

“今年杨铭宇黄焖鸡米饭的店铺已
经达到了 6000家店，在海外也有了 200
家店。仅仅去年的营业收入就达到了
90亿元，今年的势头还会继续增长，我
们估计今年过百亿元没有问题。”魏文胜
介绍，从黄焖鸡米饭的发展来说，这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小吃的体量，而是一个大
产业，在山东由小吃发展成的大产业还

有很多。
“小吃不小，关乎民生，关乎大产

业。”据了解，这次入选的 19个小吃里，
不少已经形成了亿级的产业。例如德州
扒鸡，早已经是过亿的体量，而且目前已
经加紧了上市的步伐；青岛船歌鱼水饺，
凭借着一道“鲅鱼水饺”，仅在山东就做
到了上亿的规模；济南的食品品牌野风
酥，主要产煎饼和高粱饴，今年的产值有
望突破5亿大关；此外还有纸皮包子、周
村烧饼、青州糕点等，也都已经形成了几
千万的规模。“虽然目前有些小吃没有形
成一个大的产业，但是已经具备了非常
好的基础，是未来产业化发展的蓝海。”
魏文胜说。

老字号不老 创新迸发活力

这次来参会的小吃，大多都是有历
史、有传承的“中华老字号”，每一个背后
都有着悠长的历史和故事。例如邹平的

“纸皮包子”，起源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
有 200余年历史，以“皮薄如纸，味美入
心”的特点著称，作为山东老字号，“纸
皮包子”手工制作技艺被评为山东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些传承了几百年的老字号，有
历史，有故事，更有创新和发展。

在德州扒鸡的展区，除了传统美
味的五香口味德州扒鸡外，还有符合
年轻人口味的多种零食产品，包括扒

小鸡、鸡腿、鸡翅等，口味更加的多元
化，有甜辣、麻辣、蜜汁等等更多新潮
网红的口味，现场引得不少年轻人驻
足品尝。

作为传承了千年的美食，传统的
煎饼也在创新中“开出花”。蒙阴县常
路大嫂煎饼加工厂经理徐海霞现场用
煎饼制作了多款色泽亮丽逼真的“玫
瑰花”，这是她自己琢磨研究的新成
果，因为又好吃、又美味、又好玩，目前
受到了市场欢迎。

美食是桥梁 向世界传达沟通善意

美食是历史，也是文化。魏文胜
表示，很多小吃都是南北融合的产物，
本身就象征着融汇、沟通和合作。

“比如起源于汉代的周村烧饼，就
是‘一带一路’的产物。张骞出使西域
时候带回来了芝麻，当时是名为胡麻，
周村烧饼最初也叫胡饼。在民族的融
合发展中，西域和中原的饮食文化互
通，慢慢形成了现在我们吃到的周村
烧饼。”魏文胜说，周村烧饼等多款小
吃都是对外开放的产物，融合了不同
民族的特点，展示了美食所承载折射
的历史文化和传承。在青岛峰会上展
出这样的美食，本身就是释放山东对
外合作开放的善意，而这，也是美味无
国界的意义。

（郭春雨 时培磊 李岩松 王鑫）

7月23日，2021第二届世界
面食产业发展峰会宣布，本届峰
会将于8月8日至8月10日在山
西大同举行。峰会期间将发布

《2021 中国面食产业发展研究
报告》，并推出2021青年名厨面
点大赛。

本届世界面食产业发展峰
会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大同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峰会期间
将发布《中华面食大同宣言》

《2021 中国面食产业发展研究
报告》《国际晋菜经典面点小吃
制作工艺规范》（2021—1），举行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面食产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2021 第二届世

界面食产业发展峰会颁奖盛典，
并邀请企业、专家等围绕“新时
代中国面食产业新常态、新趋
势、新变化”“面食文化的交融与
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帮
助面食产业解决高质量发展中
的难点。

峰会期间将特别推出 2021
青年名厨面点大赛，特设定指定
面点作品“提褶包子”和自选面
点作品两项竞赛内容，展示青年
名厨创新能力。此外，还将举办

“云中味道世界大同”品鉴会、
2021山西面食表演邀请赛暨秦
晋花馍展销、“云中味道”主题展
等系列活动。 （马秀秀）

今年上半年，江西餐饮收入
653亿元，同比增长93.4%，高于
全国44.8个百分点。其中，二季
度餐饮收入309亿元，同比增长
101.2%，高于全国 71.7 个百分
点。

今年以来，为深入贯彻《江
西省打造赣菜品牌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年）》，做大赣菜品
牌，做强赣菜产业，江西启动实施
赣菜“扬名”行动，通过发布推广
赣菜“十大名菜”“十大名小吃”、
开展赣菜“百城千店”评选、建设
提升美食“名街”、策划举办“名
节”等形式，有力推动餐饮消费市
场强劲复苏，赣菜已成为江西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

江西米粉叫响全国。近日，
省商务厅发布推广江西米粉统一
标识，打造江西米粉品牌，做大江

西米粉产业，同时联合中国饭店
协会和南昌市政府共同举办第一
届中国米粉节，成功推动江西米
粉扬名“出圈”。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
年，江西省商务厅还充分结合春
节、清明、端午等假期和“相约春
天”消费季等活动，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形式多样的餐饮促销活动。
据阿里本地生活数据显示，上半
年平台订单量同比增长 105%。
下半年，江西省商务厅将通过举
办首届赣菜厨王争霸赛、开展赣
菜传承技艺培训、评选发布赣菜

“百城千店”榜单、举办第四届中
国赣菜美食文化节暨第三届江西
米粉节等系列活动，持续营造打
造赣菜品牌浓厚氛围，推动餐饮
业健康快速发展。

（杨 平）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就组织开
展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发出
通知。通知要求，切实围绕用好一件
地理标志，做强一个品牌，发展一个
产业，造福一方百姓，以地理标志运
用促进工程项目为抓手，开展地理标
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通知明确，加强地理标志法律制
度建设和地方立法指导，落实好“十
四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部
署，将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作为地
方相关立法和规划重要内容。结合
实际，研究制定地理标志相关产业和
区域发展规划。优化政策导向，围绕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管理、品牌推广、
产业促进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措施，
切实推动从注重申请注册到注重运
用保护，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
变。

通知提出开展品牌建设行动。
加强地理标志品牌培育指导。在符
合相关法规基础上，畅通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集体商标注册申请的“绿色
通道”，提高审查效率。围绕地理标

志产业和区域建设一批商标品牌指
导站，加强对市场主体商标品牌注
册、运用、管理、保护与推广的指导和
服务，增强商标注册意识，提升商标
运用能力，建立健全商标品牌管理制
度，强化商标维权保护。加快完善地
理标志产品标准体系建设，公开征集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
需求，开展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分类、
基础术语等基础通用标准研制。结
合实际，加快推进相关地理标志产品
种植养殖、生产加工、经营管理等领
域标准制修订，保障地理标志产品质
量和品质。

通知强调，加强地理标志产业技
术创新支撑。围绕地理标志产业链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导航，助力解
决种源、种植及加工等技术难题，培
育高价值专利。深入实施专利转化
专项计划，引导相关专利技术向地理
标志产业转移转化。遴选一批创新
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的
地理标志龙头企业作为知识产权优
势示范企业。 （张 维）

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山街群力大队巨龙海船家葡萄的
“智慧大棚”内，“阳光玫瑰”葡萄已经成熟，周末前来采摘的消费者络绎
不绝。据介绍，以“阳光玫瑰”为代表的东山葡萄2019年获得了“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畅销全国。今年街群力大队300亩大棚16户
农户率先使用数字农业云平台智慧系统，运用智能水肥一体化，以数字
化方式指导农户精细化种植，将葡萄品质进一步提升，节本增效。

（倪娜 胡杰）

7月 9日，陕西省宝鸡市知
识产权局集中审理 2起涉及宝
鸡特色面食领域的外观设计专
利侵权纠纷案件，经过详细调
查、严密审理、充分调解，最终 2
起专利侵权案件均以和解方式
得到妥善处理。

近日，宝鸡市某阳民俗食品
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真空擀面
皮透明包装袋”“迷你锅盔包装
袋”2起外观设计分别遭到宝鸡
市某鑫源食品有限公司、某百味
食品有限公司的专利侵权为由，
向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专利侵权
纠纷处理申请。针对这两起特
色面食专利侵权案件，市知识产
权局多次派遣业务执法骨干深
入企业进行调查取证；同时，专
利侵权判定专家多次召开会议
进行研究、分析案情，为案件的
成功调解奠定基础。

在调解过程中，宝鸡市知识
产权局负责同志全程参与，仔细
研究案情，积极与双方当事人沟
通，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
就争议事项达成了调解协议。
处理结束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
通过参加案件审理，提高了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学到了专利申请
布局和保护的技巧，并表示将在
今后企业管理中对新产品、新技
术第一时间提交专利申请，同时
在产品上市前做好专利风险预
警分析，避免专利侵权风险发
生。

2起案件的成功调解，充分
凸显了专利行政保护专业、快
捷、高效的优势。通过行政裁决
快速化解知识产权纠纷，保证了
企业之间有序合法竞争，为宝鸡
特色面食产业发展壮大贡献了
力量。 （宝鸡市场监管）

“蒜瓣肥、油脂重、辛味浓、
味道美。”6月3日，首届四川（温
江）大蒜节暨温江大蒜产业创新
应用研讨会在成都市温江区幸
福田园景区举行。行业专家、温
江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大蒜采购
商、当地种植大户等100余人参
加了当天的活动。大蒜节上评
出了温江的“蒜王”。

“温江大蒜是中国地理标志
农产品认证产品，大蒜产业是温
江农业的重要板块。”开幕式上，
温江大蒜专业协会会长祝玉成
宣 读 了《温 江 大 蒜 发 展 倡 议
书》。他呼吁广大温江大蒜种植
企业、个人，以及温江大蒜的市
场从业者，共同做到供需诚信，
共同维护温江大蒜的品牌，保护
红七星大蒜的优良种源特色。

温江大蒜作为优质的蒜种
资源，先后被引种到重庆、云南、
贵州、湖南等地，尤其在云南，温
江大蒜经过低温处理，能显著提
早抽薹和缩短蒜头的成熟期，大

蒜蒜薹上市比其他品种早15至
20天，市场价值十分突出。在
云南的大理州，温江大蒜更是被
指定为当地唯一推广的良种。

本次大蒜节，云南的采购商
也来到了现场，云南省大理市大
蒜协会成员张红亮说:“我与大
蒜打交道已经 20多年了，四川
的大蒜产量高，品质好，其中又
以温江大蒜的产量和品质最为
稳定，因此我们更青睐温江大
蒜。”当天，张红亮与温江区大蒜
专业协会签署《2021 温江大蒜
采购协议》，并签订 300吨的意
向订单。

“红七星”是温江大蒜的主
要代表品种，蒜头扁圆形，形状
整齐，单头芽蒜小于 7至 8个瓣
粒，粒粒肥大均匀。“在温江特定
的区域地理环境的自然条件下，
这一品种的大蒜成熟早、品质
优、产量高，是生产良种。”省农
科院园艺所副研究员李志介绍
道。 （杨 都）

美味无国界 青岛峰会小吃背后的大文章

据重庆市小面协会估算，目前全国共有超过38万家重庆小面店，年产值逾千亿元

小面产业开启高速发展模式

让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

科技赋能“智慧大棚”巧增收

第二届世界面食产业发展峰会
8月在山西大同举办

陕西宝鸡市知识产权局调解两起
特色面食领域专利侵权纠纷

江西启动“扬名”行动
持续打造赣菜品牌

首届四川温江大蒜节“蒜王”出炉

游客正在棚内采摘葡萄游客正在棚内采摘葡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