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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透露，多年前，不时有一些黑心
摊贩或从业者用非法添加剂加工毛肚、鸭肠，
让食客感到很受伤，也影响了重庆火锅的整体
形象。针对这种现象，2011年10月，重庆出台
了毛肚、鸭肠两种菜品地方标准，受到了广大
食客的热烈欢迎。

“由于‘黑心毛肚、鸭肠’已极少，今年5月1
日国家相关标准取代地方标准后，重庆火锅行
业受到的冲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曾伟认为。

不但如此，重庆火锅业还将因此受益。执
行国家相关标准，一是有利于重庆的监管部
门、火锅企业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对毛肚、鸭肠
进行严格的质量管控，提高重庆火锅品质；二
是国家针对毛肚、鸭肠出台相关的标准，表明
国家对重庆火锅越来越重视、外地人越来越喜
欢重庆火锅。这将给重庆火锅带来新的发展
机遇，有助于重庆火锅加快在国内甚至海外的
扩张步伐。

重庆火锅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月 3日，一则消息在吃货圈引起关注：
成都仁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外宣布，“小龙
坎”商标已被注册，成都上百家仿冒的小龙坎
火锅店需要立即“变脸”，否则将会被追究法
律责任。消息一出，成都食客是看热闹，不少
重庆网友却不乐意了。有人调侃说，众所周
知，“小龙坎”是重庆地名，却在其它城市因
火锅品牌问题“扯聊斋”，“小龙坎”真的开心
吗？

成都火锅用上重庆地名

据了解，成都“小龙坎”火锅于2014年在
成都水碾河路开业，经过3年多时间发展，已是
成都知名火锅店，其官网宣称，热门时段很多
慕名而来的客人甚至要排队等候3小时左右才
能入席。

近期，“小龙坎”官方发布声明称，2016年
以来，一些打着“XX小龙坎”火锅的仿冒者在
成都甚至全国范围大量出现，严重影响了该品
牌的权益。据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小龙坎火
锅现在全国共有500多家仿冒店，仅在成都就
有400多家。

1月4日，小龙坎火锅所属公司负责人向
媒体证实，“小龙坎”商标已经注册成功，并在
第一时间向大众点评网发出通知，要求假冒的
小龙坎店立即下线。

商标注册合法

老火锅是重庆名片之一，以重庆地名命名
的火锅是否和重庆有关系呢？

记者随后向重庆火锅协会进行了求证，据
该协会负责人介绍说，重庆火锅协会并没有名
为“小龙坎”的会员单位，其也并非重庆火锅的
知名品牌。

“重庆火锅经常‘被代表’，以重庆火锅的
相关元素和重庆地名在外地开火锅店的情况
屡见不鲜，甚至直接冒用重庆知名火锅品牌
的情况也不少。”该负责人说，这样的情况很
多都是在打“擦边球”，暗示、明示地希望用重
庆火锅“借力”发展，虽然并不违法、违规，但
实际上对于重庆火锅的对外推广是有较大影
响的。

那么，小龙坎作为重庆地名，能否被成都
企业注册为火锅商标呢？

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商标法的
相关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
知晓的外国地名不能作为商标，“小龙坎”不属
于该范围内，所以相关企业注册是合理、合法
的。

随后，重庆日报记者通过成都小龙坎火锅
官方热线进行询问，对方表示稍后回电，随后
记者多次致电均无法接通。

成都模式推广经验值得借鉴

为什么成都的“渝派火锅”能有很好的口
碑，甚至连锁、加盟店遍及全国呢？

“成都餐饮的经营理念值得借鉴。”解放碑
刘山老火锅负责人刘永福说，自己曾专程到成
都对多家知名的火锅店面进行过考察、试吃。
考察后他认为，在火锅本身的味道、菜品上，重
庆火锅甚至更好，但如要要说给顾客提供的用
餐体验，重庆火锅则不免有些简单粗暴。

例如成都的火锅店会设置多种调料，可免
费取用各式各样的小吃，等餐时能烤火，还提
供上网等休闲服务。同时，其店面更加精致、
考究，并刻意结合文化元素，更有味道，也更有
卖点。

重庆大虎火锅负责人表示，重庆火锅并不
是无法提供精致的服务，但本地食客更执着于
味道的饮食习惯，形成了重庆火锅独有的特
色。

不过他也承认，成都很多生意火爆的火锅
店，往往是从开店起就采取了公司化运作，而
重庆老火锅则以“作坊式”发展为主。“正规化、
公司化，才能将品牌做大做强。”他说。

成都网红火锅借力重庆地名
注册“小龙坎”商标引热议

本报记者 彭光瑞

重庆火锅
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计生监督
执法局获悉，从5月1日起，已执行7年的重庆毛肚、鸭肠地方标准将被
废止，统一参照其它相关国家标准执行。

据了解，两个地方标准分别是《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重庆火锅毛肚》及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重庆火锅鸭（鹅）肠》，于2011年10月开始执行。

按照上述两个地方标准的规定，鲜毛肚的ph值（酸碱度）不得高于
9；挥发性盐基氮含量不大于15mg/100g；1克毛肚大肠菌群应不超过
100MPN，不含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包装必须标明净含量，不能笼统标注
总含量。另外，对鸭肠的标准则包括了色泽应该是本品应该有的色泽；
组织致密有弹性，无碎腐；气味无异味以及没有肉眼可见的杂质等。

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不断完善，市卫生计生委组织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对我市
现行有效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进行了审查和清理，鉴于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已涵盖这2项标准中涉及产品的食品安全要求，决定自2018年5月1
日起废止这2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国家用统一的标准来代替了原来的地方标准，证明重庆火锅已经
走向全国。”该负责人称，标准的统一也有利于重庆火锅向全国推广。

按照国家卫计委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畜、禽产品》
（GB2707-2016）等127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毛肚、鸭肠这类食品的感
官要求包括三部分，分别为色泽、气味、状态。检验方法为：取适量试样置
于洁净的白色盘（瓷盘或同类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状态，闻其
气味。同时，国家版标准修改了理化指标，将原标准中的铅、无机砷、镉、总
汞的理化指标去掉，只保留了挥发性盐基氮的指标为≤15（mg/100g）。

烫火锅的毛肚鸭肠
有国家标准了

地方标准5月1日起废止

国家标准取代地方标准

日前，重庆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传出消息：今年5月1日起，已执行7年的重庆毛肚、鸭
肠地方标准将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卫计委发布的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长期以来，毛肚、鸭肠都是重庆人吃火锅的“最爱”，销量巨大。一旦执行国家相关标准，会给
重庆火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月11日，业内人士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将有利于
提高重庆火锅菜品品质，重庆火锅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重庆人究竟有多爱吃毛肚和鸭肠？重庆
市火锅协会2015年发布的重庆首份火锅行业
红皮书，以实际的调查数据给出了答案——
在重庆火锅荤菜菜品中，销量排在前两位的
就是毛肚和鸭肠，占比分别高达 88.7%和
58.5%。

据相关调查可得出一个粗略的数据——
目前，重庆范围内有近3万家火锅店，平均每天
会卖掉约90万份、27万斤以上毛肚以及约60
万份、18万斤以上鸭肠。一年下来，重庆人吃
掉的毛肚就高达9800万斤以上，吃掉的鸭肠
就有6500万斤以上。

重庆人每年吃掉数千万斤毛肚

数量如此巨大的毛肚和鸭肠，来自哪里？
据重庆一举堂明合老火锅创始人杨明洪

透露，由于本地的毛肚、鸭肠远远满足不了重
庆人的需求，重庆火锅店的毛肚、鸭肠，既有采

购自重庆本地屠宰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也
有采购自昆明、贵阳、武汉和广州等国内其他
很多城市的。甚至，少数火锅店还从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国家进口毛肚。

毛肚、鸭肠来自哪里

渝北区北环，市民在一火锅店内大快朵
颐。（本报资料照片）

记者 崔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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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夜间开始，随着一轮强降温
天气，重庆渝东、渝东南区域开始降雪，其
中巫溪、巫山、酉阳等地普降大雪，大雪天
气造成电力系统受损导致大面积停电，尤
其是各县乡镇更是全面停电，网络运行经
受了严峻考验。1月5日至1月6日，重庆
移动全网停电基站数达到峰值，全网峰值
停电站点505个，退服基站215个。其中，
巫溪、巫山、酉阳、石柱等区县受灾最为严
重。

面对恶劣天气对网络造成的影响，重庆
移动1月4日凌晨快速启动雨雪冰冻蓝色应
急响应，成立应急抢险指挥中心，公司领导
部署抢险工作，市公司网络管理部门干部员
工带着应急油机到巫溪、酉阳、巫山等地支
援一线，靠前指挥。重庆移动从全市范围内
16个其他区县调集力量到受灾最严重的地
区支援，同时组织人员对各基站和线路进行
现场巡检，对停电站点安排人员进行发电保
障，对因积雪阻断的线路进行抢通和隐患排
查处理。

面临持续降雪、路面冰滑等恶劣情
况，重庆移动维护人员采取接力方式不
分昼夜运送油机为基站发电。由于冰雪
封路，道路阻断，巫溪新龙、安乐、石柱万

宝山等高山基站只能靠人运送油机上
山，一台油机几十公斤重，维护人员拿着
砍刀清树枝清冰凌，手脚并用抬油机爬
山，其间维护人员多次徒手送油、发电、
步行、推车，从一个故障点赶到另一个故
障点，用冻僵的双手保障着移动网络通
信畅通。除了发电保基站，重庆移动维
护人员还冒着严寒在户外巡查传输线
路，爬上铁塔检查设备是否受损，清除传
输线上的冰凌、清扫机房周围的积雪，防
止传输线被压垮。重庆移动公司累计出

动人员671人次、应急抢险车392车次，
发电934站次。

截至目前，降雪天气已基本结束，各
地阳光普照，电力公司供电逐渐恢复，重
庆移动受损基站也已基本恢复。

在长达7天的雨雪冰冻天气过程中，
重庆移动无一处传输中断影响用户业务
中断的事件发生，无一个乡镇通信中断，
全网接通率保持在99.8%的日常水平，在
停电的情况下通信仍然保持正常畅通。

李媛婧 图片由重庆移动提供

重庆移动抗击雪灾保通信 退服基站恢复正常运行

重庆移动公司维护人员在前往石柱县万宝山的路上重庆移动公司维护人员在前往石柱县万宝山的路上。。

注销关闭煤矿采矿许可证的公告
﹝2018﹞001号

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煤矿关闭退出优化煤炭产业结构的通知》（渝府办〔2016〕1号）
精神，区县（自治县）政府已对重庆市三义煤业有限公司杉木沟煤矿和重庆市合川区林口煤业有限公司九丰煤矿
2个煤矿实施永久性关闭，我局依法注销该煤矿的采矿许可证。现公告如下：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1月12日

注销关闭煤矿采矿许可证名单

序号

1

2

煤 矿名 称

重庆市三义煤业有限公司杉木沟煤矿

重庆市合川区林口煤业有限公司九丰煤矿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041130023214

C5000002009041130018206

重庆市环保局受理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告
渝（市）环评公告〔2018〕1号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月5日—2018年1月11日受理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
监督。环境影响报告表公示期为2018年1月12日—2018年1月18日（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全本查询方式：http://
www.cepb.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cqhpxxgg@cepb.gov.cn，传真：89181941。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新增DSA及其他Ⅲ类射线装置建
设项目

渝怀铁路二线配套220kV秀山变
（3#）主变扩建工程

建设地点

重庆市万州区关
门石38号

重庆秀山县龙池
镇美翠村

建设单位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附属医院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秀
山县供电分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环评类别

环境影响
报告表

环境影响
报告表

受理日期

2018年
1月5日

2018年
1月9日

资料来源：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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