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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中国，味在四川。川菜
作为中餐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其历史源远，取材广泛，一
菜一格，百菜百味等特点，不但被
广大的中国消费者所认可，更是
在全球范围为讲好中国故事，推
广中华饮食文化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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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国际产业联动
助力川菜发展为四川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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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2018（首
届）世界川菜大会”将以全球川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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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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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日剧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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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餐饮业实现收入2487.8亿元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7个百分点

记者获悉，改革开放以来，川
菜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调整
经济结构、扩大劳动就业、讲述四
川故事、展示四川形象的重要力
量。特别是近些年来，四川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餐饮业，通过一
系列政策措施，助推餐饮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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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2018年3月21日，
为弘扬川菜文化，提升川菜的竞
争力和影响力，打造餐饮经济新
的增长极，带动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助推乡村振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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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总体思想、发展

目标，列出了八项重点任务和三
项保障措施。可以说，川菜发展
进入快车道的政策基础和市场条
件已经具备。

武力主席在接受四川媒体联
合采访时表示，2018（首届）世界川
菜大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
的，也是落实三年行动方案的一
项具体行动，意义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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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无论是川菜
品牌还是其他菜系品牌，中餐出
海这一话题始终伴随着各种海外
经营的痛点和难点。

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罗田怡
见习记者 杨金祝

让世界爱上川菜
2018（首届）世界川菜大会在成都开幕 早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寇敏

芳）作为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9月20
日，以“振兴川字号，焕发新活
力”为主题的2018第五届西部电
子商务发展高峰论坛在成都举
行。论坛聚焦四川品牌建设中
的新挑战、新机遇，为四川品牌
发展助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陈文华出席论坛并致辞。

论坛由四川博览事务局、四
川日报社主办。论坛主题演讲环
节，商务部和工信部专家带来关
于当前全球经济形势观察、品牌
振兴发展等方面的认识和实操指
导。圆桌环节，紧扣我省推出的

贫困地区扶贫产品公益性集体商
标——“四川扶贫”，嘉宾们探讨
了“四川扶贫”如何从商标走向品
牌，从贫困地区走向广袤市场等
热点话题。

论坛上，由四川日报社发起
的“改革开放40年四川品牌创新
案例全省推选活动”推选结果发
布，包括五粮液、四川扶贫、咪咕
音乐等20个“川字号”品牌创新案
例。论坛还发布了《2018西部电
商暨品牌创新媒体观察报告》，由
四川日报全媒体集群MORE大数
据工作室从上亿条海量数据中挖
掘大量珍贵信息，详实分析了40
年来我省品牌建设历程和成就。

中国新时代 西部新作为

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开幕式暨
第九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隆重举行

胡春华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作主旨演讲 迪马约 普恩分别作主题演讲 高云龙 西赛 迪翁等出席

2018第五届西部电子商务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关注“川字号”振兴 助力品牌建设

综合新华社四川日报消息（记
者 张守帅 唐泽文）9月20日上午，
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开
幕式暨第九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
论坛在成都隆重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
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胡春华宣读贺信并作主旨
演讲。本届西博会主宾国意大利
副总理兼经济发展、劳动与社会政
策部部长迪马约，尼泊尔副总统普
恩分别作主题演讲。全国政协副
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老
挝国会副主席西赛，柬埔寨参议院
第二副主席迪翁，哥斯达黎加前总
统阿里亚斯，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
夫出席开幕式暨论坛。

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商务部
副部长王炳南分别致辞。四川省
委副书记、省长尹力主持开幕式暨
论坛。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主席陈武，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轩，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
唐仁健，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国
办督查室主任高雨，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四川省委副

书记邓小刚出席。
胡春华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充分肯定了西博会的重要意
义，体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开
好西博会的高度重视，必将对西博
会暨国际合作论坛的胜利召开发
挥重要的指引作用。

胡春华指出，中国政府实施西
部大开发战略近20年来，特别是
过去五年多来，西部地区发生了巨
大变化，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中令人
瞩目的板块，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发
展前景。当前，西部地区发展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放型经济发
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中国政府将
进一步创造条件，支持西部地区加
快发展步伐，积极打造内陆开放新
高地，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
联互通建设，加强创新引领，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实现与各国更大
范围、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西部
地区作为中国开放格局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会
越来越紧密，开放的道路会越走越
宽广。

彭清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
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

席向本届西博会发来贺信，充分体
现了对我国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
高度重视、对四川工作的关心支
持。我们一定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以办好西博会为契机，为构建
我国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开放格局作出积极贡献。

彭清华说，四川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节点，经济发展态势良
好，自然资源十分富集，开放优势
日益凸显，发展机遇前所未有。热
忱欢迎海内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四
川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推进机
场、公路、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积
极参与四川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具
有区域特色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积
极参与四川乡村振兴发展，共同擦
亮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牌；积极参
与四川文化旅游发展，加快建设旅
游强省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积
极参与四川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
提升我省开放型经济水平。

迪马约说，意大利是本届西
博会的主宾国，这样的身份令人
倍感自豪。我们将在西博会期间
举办高规格的活动，充分展示意
大利在环保、科技、文化遗产保

护、健康、音乐、食品安全等领域
的先进知识和技术。相信本届西
博会将促进意中两国及各地区
间、企业间更加广泛地开展互惠
互利合作。意中两国拥有同样悠
久的历史文化、互补性很强的经
贸往来，我们将全方位发展两国
关系，借助西博会平台进一步促
进两国商业合作和相互投资，为
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普恩说，西博会为贸易商、企
业家及投资者提供了分享观点、建
立联系、洽谈项目的机会，有效促
进了贸易、投资及旅游等各领域务
实合作。尼泊尔和中国有着密切
深厚的关系，友好交往历史悠久。
尼泊尔非常赞赏“一带一路”倡议，
它带来了和平、合作、包容和互利
共赢。热忱欢迎包括四川企业在
内的各国参展商到尼泊尔发展，积
极参与农业、旅游等产业发展和基
础设施建设。

王炳南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40周年，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
最大潜力在西部，主攻方向也在西
部。以开放促开发是实施西部大
开发的经验。中国商务部将一如

既往支持西部地区拓宽对外合作
领域、支持四川扩大对外开放，挖
掘外贸新的增长点，发挥自贸试验
区示范引领作用，努力使西部由

“跟跑”开放成为新的开放前沿。
开幕式前，胡春华、迪马约和

彭清华、尹力等参加了意大利馆
开馆式并考察部分展区。开幕式
结束后，胡春华赴中国（四川）自
由贸易试验区及部分外贸企业进
行了调研。19日晚，胡春华分别
会见来川出席博览会的迪马约、
普恩，就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
的共识、加强“一带一路”合作等
交换了意见。

出席开幕式暨论坛的还有：12
个国家（地区）的部长级官员，6个
国家（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外国驻
华使节和驻蓉驻渝领事机构代表，
外国政府代表团负责人；重要国际
组织和国际商协会、世界500强企
业和知名跨国公司负责人；国家相
关部委代表，港澳台地区代表，四
川省有关领导，各省（区、市）人民
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团
参会代表；国内商协会、中央企业、
知名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9 月
20 日下午，第十届中国西部投
资说明会暨经济合作项目签约
仪式在成都举行。此次活动以

“践行新发展理念，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西部十三方领导及有
关部门负责人、国内外知名企
业嘉宾、知名商协会代表、经济
合作签约项目代表共计 700 余
人出席。

经过前期充分对接洽谈，本
届投资促进成果丰硕。西部 12
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与国内外投资者签约投资合作项

目808个，总投资额7883亿元。
其中，选取了92个项目在中国西
部投资说明会暨经济合作项目签
约仪式现场集中签约，投资总额
2034.27亿元。

四川省本届西博会共签约项
目 764 个，投资总额 7359.99 亿
元。从资金来源地看，内资项目
744个，投资额7154.36亿元；外资
项目20个，投资额205.63亿元。
四川“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成为

“吸金”热点，共签约项目357个，
投资金额2839.61亿元，约占签约
总额的38.58%。

中国西部投资说明会成果丰硕
四川吸引投资超730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