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高新区筑牢纪律底线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为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净化政治生态，成
都高新区国际合作和投资服务局多措
并举，着力构建既“亲”且“清”的新型政
商关系。一是建立健全政商交流机
制。配合企业服务部门，参加定期召开
的企业座谈会。通过企业大调研、市长
信箱、962000政务服务呼叫中心电话、
高新区公众信息网互动管理等网络理
政平台方式，畅通政企联系渠道，适时
回应企业诉求。二是不断优化企业公
平竞争环境。修订完成并印发了《成都
高新区投资促进工作机制（试行）》，对
重大项目（包括民营企业项目）入区在
信息搜集及初判、项目洽谈、项目评审、
项目签约及落地全过程，通过党工委管
委会办公会、项目研讨会、项目专题会、
项目评审例会议定，坚持集体领导、民
主集中、会议决定的原则议事决策，强
化企业公平竞争。三是严格管理政商
交往。针对投资促进活动频繁、项目接
待多的特点，制定出台了《招商引资活
动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行
为，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支出，防止铺
张浪费，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上半年，成都高新区新签约引
进世界500强企业出光电子材料中国
制造基地等重大项目20个，投资总额
350亿元人民币，注册率达100%。

成都（15时）
AQI指数 61 空气质量 良
优：泸州、马尔康、西昌、巴中、遂宁、
资阳、内江、广安、绵阳、德阳、广元、
康定、达州、南充、宜宾、雅安、眉山、
乐山、自贡、攀枝花

2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62—92
空气质量等级 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1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9月20日开奖结果

排 列 3 第 18256 期 全 国 销 售
13921742元。开奖号码：147。直选全
国中奖10462（四川713）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0493（四川
871）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2395338.7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8256 期 全 国 销 售
10642104元。开奖号码：14717。一等
奖 184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07226838.9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8118期全国销售
37772958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001313100300，一等奖全国中奖19
（四川4）注，单注奖金890646元；二等
奖全国中奖2554（四川158）注，单注
奖金2839元。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18期全国销售
22708454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001313100300，全国中奖4013（四川
20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23期全
国 销 售 129124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1333003300，全国中奖3（四川2）注。

足球4场进球第18128期全国销
售681932元。开奖号码：21321202，
全国中奖0（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
19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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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爱上川菜
2018（首届）世界川菜大会在成都开幕

看封面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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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 ，在

2018 川菜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上，封面新闻联
合口碑、二维火、章鱼
小数据首次发布《2018
中餐川菜发展大数据
报告》。哪道中餐川菜
最受食客追捧？跟着
我们一起去看看。

2018川菜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
封面新闻联合口碑、二维火、章鱼小数据

首次发布2018中餐川菜发展大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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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常务
副会长邢颖表示，近两年，川
菜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市场
日益扩大，品牌不断增多，川
菜的文化价值也与日俱增。
在此背景下，今年3月，四川
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四川省
促进川菜走出去三年行动方
案（2018—2020 年）》，明确
了“川菜走出去”的总体思想
和发展目标，为其他地方菜系
发展起到带头和示范的作
用。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也将
通过川菜大会的举办，助力川
菜发展为地方美食名片以及
四川支柱产业，大力推广川菜
及其他地方菜系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记者获
悉，2017年，四川餐饮业实现
收入2487.8 亿元，同比增长
12.4%，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7个百分点。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监事
会主席武力表示，希望通过这
次的国际化川菜交流活动，助
推川菜创新发展和走出去，提
升川菜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
力。

川菜一直是“八大菜系”
中门店分布最多、可复制能力
最强的地方特色菜系，同时也
是在海外门店数量最多的地
方菜系，眉州东坡、海底捞就
是跨国川菜品牌的代表。分
析表明，川菜相比其他地方菜
系发展更快，一方面是由于川
菜的独特口味能够吸引大量
消费者的拥趸；另一方面则是
由于川菜品牌、门店众多，市
场竞争也更为激烈，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川菜品牌得以不
断发展进化，这也使得川菜逐
渐成为各个菜系中标准化程
度更高，更易于复制开店以及
出海发展。

川菜是四川独特的名片，享有一
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美誉，拥有深
厚的底蕴和广泛的人群。那么，

目前川菜的主流消费价格是多少呢？川菜
里销量排名前十的菜品有哪些呢？

9月20日，在2018川菜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上，封面新闻联合口碑、二维火、章
鱼小数据首次发布《2018中餐川菜发展
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公布了目
前中餐川菜发展的相关数据。

2018川菜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作为本
次西博会的重要分论坛，由封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主办，华西都市
网、成都餐饮同业公会联合主办，现场共吸
引到逾500名海内外嘉宾参与，共谈川菜
之美，共商产业发展，为川菜产业发展献言
献策。

川菜主流消费价格区间
客单价在80元以下

在大多数人意料之中，目前国内川
菜餐厅主要集中分布在成都和重庆两
地。而从最新的数据来看，中餐川菜在
全国各个城市占有比例相对比较低。其
中，杭州最明显，只占当地餐饮总量
1.74%。而作为中餐川菜本土市场的成都
和重庆，占整个餐饮市场比重也不到6%。

从价格层面来看，客单价在50-80
元之间的中餐川菜消费占比最高，占到
41.19%，其次是 20-50 元之间，占到
28.5%。而作为年轻人消费主流的
80-120元的消费区间，目前已大量被
火锅、烤鱼等新兴单品所占。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客单价在
20-50元之间的中餐川菜数量和成都
客单价在120元以上的中餐川菜数量远
超其他城市。

哪道中餐川菜最受追捧？
酸辣土豆丝杀出重围

《报告》显示，上海消费客群对中餐

川菜的关注热度最高，次之为北京和成
都。同时，成都和重庆客群对中餐川菜
品类的满意度最高，其次是上海和北京。

哪道川菜最受全国人民欢迎呢？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中餐川菜全国十大热
销菜品中，传统经典川菜接纳度最高的菜
品包括酸菜鱼、糖醋里脊、鱼香肉丝、麻婆
豆腐等。其中，酸辣土豆丝最受欢迎。

多项数据表明，酸辣、酸甜和麻辣口
味成为川菜最受欢迎的味型，川菜里的
传统小吃红糖糍粑，正成为全国人民非
常受欢迎的大众川菜小吃。

从95后到70后人群
爱吃中餐川菜者少于火锅

《报告》显示，重庆中餐川菜的就餐
时长指数全国最长，远远高于全国平均
中餐用餐在54分钟的时长。重庆该数
据达到68分钟，其中重庆中餐小酒馆业
态对重庆的就餐时长指数有显著影响。

另外，北京中餐川菜消费的客单价
远高于全国其他城市，达到104元，其他
城市普遍都比较低；年轻人群的中餐川
菜消费在减少，从95后到70后，爱吃中
餐川菜的人群都少于火锅。而且年龄越
小，越不爱吃中餐川菜。而从中餐川菜
流失的人群，更多的流向了火锅、串串、
烧烤、烤鱼、干锅等单品化餐饮类型；目
前中餐川菜的畅销产品主要集中在家常
菜，而且以炒菜为主。

四川餐饮影响力品牌公布
8家企业脱颖而出

论坛上，华西都市网内容总监陆阳
阳也代表封面新闻分享了2018四川餐
饮影响力数据报告，并揭晓2018四川餐
饮影响力品牌。最终大蓉和、大龙燚火
锅、小龙坎老火锅、麻辣空间、田园印象、
马旺子川小馆、李不管把把烧、牛华八婆
麻辣烫八个品牌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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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眉州东坡集团董事长王刚
带来《川菜出品 极致品质》主题演讲。

王刚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来自苏东
坡的家乡眉山。“从1996年创业到现在，整
个企业做成了川菜的产业链，不仅有中
餐、还有火锅、小吃。”王刚认为，无论是
以前的八大菜系，还是四大菜系，川菜都
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川菜的24个
味型好比26个英文字母，一样可以自由组
合变成美妙的乐章。据我所知，大概有三
千多种经典的川菜需要我们去挖掘。”

王刚说，十几年前，他就有要为全世
界人民做饭的梦想。为此，他去游过欧洲、

美国，“作为一个四川人，作为一个厨师，当
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要去为国争光。”

2013年，眉州东坡集团在美国比佛利
开了第一家餐厅，反响很不错。“就像肯德
基进入中国一样，川菜也能依法依规走出
国门。”川菜该如何走出国门呢？王刚认
为，川菜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向互联网企业
学习，“认知要改变，思想要改变。”他建
议“要把经验的东西找到最好的值，然后
用标准来锁住美味的匠心，也就是标准
化。”王刚说，没有标准化肯定没有未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杨
金祝 记者 赖芳杰 罗田怡

在川菜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个性和产
品的标准间的关系似乎相互对立，却又相
辅相成。川菜标准化在实施过程中有哪
些难点？作为目前川菜行业中唯一的上
市公司，海底捞联合创始人施永宏对这个
答案深有体会。“如果想做规模化连锁，标
准化是避不开的选择。”施永宏表示，只有
标准化才能走向规模化，走向连锁国际
化。而在标准化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

难就是供应链难题。
“餐饮的供应链链条很长，仅靠一个

企业的力量，很难做到从源头到餐桌全链
条打通。”不过，施永宏却并不担心：“如今
技术层出不穷，新的设备与信息化技术日
益成熟，或许在将来，这些技术就能帮助
我们解决供应链闭塞的难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赖芳杰 见习记者 杨金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杨金祝 记者 赖芳杰 罗田怡 陈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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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州东坡集团董事长王刚：

用标准锁住匠心川菜才能走出国门

海底捞联合创始人施永宏谈餐饮标准化：

打通供应链是最大难题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9
月20日，由四川省商务厅和
四川省侨联指导，世界中餐业
联合会主办，成都市双流区商
务局支持的“2018（首届）世界
川菜大会”在成都双流开幕。
大会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监
事会主席武力主持。

本次大会以“让世界爱上
川菜”为主题，探讨川菜的标
准、品牌的发展以及川菜出海
等业内热门话题。据了解，

“2018（首届）世界川菜大会”
以全球川菜发展视角和“川菜
出川、出国、全球化”的发展思
路，聚焦国际产业联动、产品升
级、品牌战略、文化提升、人才
培养、技术交流以及标准发布，
加强川菜与各区域特色餐饮集
群互动，搭建全球餐饮产业交
流平台。

施永宏

王刚

20日，四川餐饮影响力品牌公布，8家企业脱颖而出。

世界川菜大会吸引众多外国来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