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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重庆火锅“一锅煮天下”，如何通过发展
火锅食材产业，带动火锅全产业链发展？9
月8日，在首届重庆火锅食材产业发展峰会
上，多名专家学者、火锅行业代表围绕重庆火
锅食材产业现状，就火锅食材全产业链发展趋
势、挖掘火锅产业地域文化等积极建言献策，
助力重庆发展全国有影响力的火锅食材全产
业链，把重庆火锅打造成世界级品牌。

火锅是独具特色的美食，更是重庆的城
市名片之一。近年来，重庆火锅产业迅猛发
展，2021年从业单位达1.66万家，直接营业
收入达600亿元。重庆火锅每一道食材都
是一条产业链，紧密连着田间地头，加快发
展火锅食材产业，必将带动火锅全产业链发
展。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唐双福介绍，火锅
食材产业不但是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的

“催化剂”，也是推进种植养殖基地标准化的
“助推器”，更是推进稳岗就业促增收的“强心
针”。火锅食材原材料种类丰富，既包括粮
油、蔬菜等种植业，也包括畜禽、水产等养殖
业。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
于一体，农产品资源丰富，火锅食材产业的发
展，可以迅速带动大量畜禽、蔬菜、水产、粮油
等种植养殖产业发展，促进相关产业链上的
农户增收。

唐双福表示，发展火锅食材全产业链，首
先要通过培养一批火锅食材企业，扶持一批具

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壮大一批有产业基础
的规模企业，培育一批有核心竞争力的上市企
业，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火锅食材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火锅食材产业集群。以品牌、标准、
体系、安全为重点，聚焦物流、工业、科技等领
域，构建火锅食材产业综合服务体系。同时，
还要打造一批知名火锅食材品牌，通过线上线
下营销推广，提升重庆火锅食材知名度。

“重庆火锅一定要走出重庆，走向世界，
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重庆市火锅协会会长
陈国华认为。

“平时大家谈到的火锅，其实就包括了火
锅经营、火锅调味料加工、火锅食材供应、火

锅预制菜以及火锅酒水、器皿等五大板块，这
五大板块构成了完整的全产业链条，聚焦全
国可形成千亿级产业，放眼世界就能做成万
亿级产业。”陈国华建议，通过打造火锅地标
工程、火锅调味料加工工程、火锅食材供应工
程、火锅预制菜工程以及火锅文化传承工程
来助力重庆火锅走出国门。同时，构建火锅
品牌体系、火锅标准体系、火锅人才支撑体
系、火锅评价体系和监督行业制度体系，来保
证重庆火锅产业健康发展。

西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院长张宇昊认
为，重庆火锅食材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强化生产链、整合创新链、提升服务链、

补齐支撑链、延伸消费链，实现五链协同。
他建议，重庆发展火锅食材产业应聚焦粮谷
类、水发类、预制肉类、预制水产类、蔬菜类、
植物蛋白类火锅食材以及火锅调味料等七
大主营产业板块，强化物流配送、综合服务、
质量安全和科技提升等板块的支撑作用。
其中，创新必不可少。比如，在粮谷类火锅
食材中，针对火锅食材的特性研发不易煮断
的米线，把合川桃片等米制甜品改良提升为
火锅伴食等。当前，预制菜正成为行业风
口，预制肉类火锅食材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部
位、不同的口感、不同的涮法等进行细分，提
高食材的附加值。

重庆火锅如何做到“一锅煮天下”
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建言重庆火锅食材全产业链发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9月8日，
重庆火锅食材产业园在合川区揭牌。该产业
园将建设火锅食材综合服务体系，构建全产
业链条生态圈，力争到2030年实现火锅食材
产业工业总产值500亿元，带动火锅食材全
产业链产值1000亿元。

近年来，合川区深耕火锅食材产业，已
汇聚火锅食材加工企业100余家，年产值
约50亿元。培育出20余个特色火锅食材
品牌，形成了从火锅原材料种植养殖到食
材加工、集散交易、产品研发、检验检测、消

费体验为一体的火锅食材全产业链，火锅
底料、调味品、毛肚、牛油等已成为全国重
要的加工生产基地。仅毛肚一项，合川区
年产量便达到7000万斤，占整个西南地区
的1/3。

重庆火锅食材产业园选址合川区五尊、
南溪、龙市三个工业片区，规划总用地面积
10平方公里，形成“一园三组团”空间布局。
其中，五尊组团重点发展科技研发、冷链物
流、中央厨房、预制菜等产业集群，南溪组团
重点发展肉类加工、火锅底料、复合调味品、

饮品酒等产业集群，龙市组团重点发展蔬菜
加工、稻渔产品加工、粮油加工、水发制品等
产业集群。

当天，重庆火锅食材产业研究院、重庆
火锅食材产业检验检测中心同时揭牌，一批
重大项目签约入驻重庆火锅食材产业园。
这批项目覆盖火锅食材研发、水发制品、罐
头制品、预制菜生产，以及中央厨房、辐照、
冷链物流、进出口贸易等火锅食材产业链各
个环节，协议投资额20亿元，预计产值42
亿元。

重庆火锅食材产业园落户合川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9月8日，第二十二届中国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走进投洽会·重庆投资贸易合作恳谈
会暨项目签约仪式”系列活动（下称重庆恳谈会）在厦门举
办。

此次重庆恳谈会上，来自北京、天津、福建、广东等地的
23家参会企业、单位签署了 14项合作协议，投资总额
64.25亿元，涵盖大数据、电子商务、食品、生物科技等领域。

第二十二届投洽会围绕高水平开放和国际投资合作
进行，突出绿色低碳和数字经济主题，服务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多双边经贸合作及两岸经贸交流，进一步打
造国际投资促进公共平台。在刚刚过去的第四届中国西部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西洽会）期间，重庆市商务委与厦门
合作方充分借助投洽会和西洽会的资源优势，联合在渝举
办商务对接活动，实现了两大投资贸易型展会的首次合
作。为深度融合投洽会优质资源，深化渝厦两地合作成效，
重庆在本届投洽会期间举办恳谈会，持续加强资源互补和
经验交流。

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在组织企业参展的同时，重
庆也很好地借助投洽会这一国际投资贸易平台吸引到全球
客商关注，集中推介了重庆的发展优势。在重庆恳谈会中，
市商务委就我市整体营商环境和发展优势进行了推介，渝
中区围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进行了专门介绍，重庆经
开区展示了打造绿色低碳示范区、发展数字经济的产业优
势，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涪陵区、巫山县等多个区县及开放
平台负责人与参会客商进行了交流对接。

第二十二届中国投洽会
重庆恳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近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2022重庆绿色食品宣传活动暨武隆猪腰枣
保护工程启动仪式上获悉，重庆新确定武隆猪腰枣等6个
地理标志农产品为2022年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重点
支持对象。

保护和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是推进农业生产和农产品
“三品一标”的重要内容，是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促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今年重庆新确定的6个地理标
志农产品包括渝北放牛坪梨、巴南接龙蜜柚、铜梁莲藕、武隆
猪腰枣、丰都锦橙、石柱辣椒。

以武隆猪腰枣为例，它是武隆区特产，果子皮薄、肉脆、
核小、甜度高，枣香浓郁，被称为“天然维生素丸”，目前在羊
角镇、土坎镇等15个乡镇广泛种植，市场价值达数千万元。

“通过实施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将有效提升产品特色品
质，推进全产业链标准化，叫响区域特色品牌。同时，为统
筹推进全市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助力乡村产业
振兴发挥重要作用。”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启动仪式上，重庆市研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酉阳县敏
兴农林有限责任公司等50家企业被授予2022年重庆市最
美绿色食品企业称号；涪陵区大顺茶厂、重庆市三业茶叶有
限公司等20个品牌被授予最佳绿色食品产品品牌称号。

截至目前，重庆有绿色食品3122个、有机农产品142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70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79个、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基地5个、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基地2
个、绿色食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2个。

2022重庆地理标志
农产品保护名单公布

本报讯 （记者 夏元）9月8日，由市经信委指导，重
庆日报、市企业联合会主办，重庆日报传媒有限公司、市中
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全市首届“专精特新”优秀企业
家评选网络投票截止，投票活动共吸引4498万余次点赞。

主办方介绍，在9月2日网络投票启动首日，即获得点
赞180万余人次。活动的第二天和第三天时逢周末，网络
投票通道的访问量均达到千万级，这两天点赞数量达1485
万余次和1600万余次，是整个投票活动期间参与的最高
峰。

“从参与投票的网络IP地址来看，除重庆本地外，来自
江苏、江西、内蒙古、湖北和浙江的投票数位列投票总数区
域前五位。”主办方负责人表示，这表明此次投票活动覆盖
面广，企业家参与积极性高。从投票数量排名前列的企业
家所从事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材料化工、生物制药、装备
制造等行业。

“此次‘专精特新’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是对我市
‘专精特新’企业的极大鼓舞和引领，将对全市中小型企
业创新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作为入选网络投票的
240位企业家之一，美心集团副总裁兼美心五州负责人夏
勉表示，经过多年创新驱动、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美心
集团旗下的蒙迪、五州、贝斯特三个子品牌均获评市级

“专精特新”称号，接下来企业将通过推进全产线智能化
转型升级，在专业化上下功夫，在精细化上打基础，做出
产品特色性、新颖性。

夏勉建议，政府部门要为“专精特新”企业创造良好营
商环境，完善企业创新发展各项支持政策，厚植“专精特新”
企业的成长土壤；企业要持续夯实创新能力，通过引进创新
型人才、变革生产方式等，不断打通“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上
的痛点、难点、堵点。

另一位入选网络投票的企业家、葵花药业集团重庆小
葵花儿童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海峰表示，此次评选对于
全市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赋能中小企业发展的
重要举措，中小企业能够从活动中获得更多的在市级主流
媒体曝光的机会，将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展示窗口和平
台，对提升企业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

“此次评选还将帮助企业查找自身不足、补足短板、促
进提升。”孙海峰说，比如此次活动参选的标准和条件，既是
验证企业发展的成果，也为企业发展提供参考方向，还能让
众多企业在参与过程中见证更多“专精特新”明星企业的风
采，从典型事例中学习经验、弥补短板，不断提高企业实
力。接下来，重庆小葵花制药将在发展中进一步突出专业
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

孙海峰同时建议，推动全市“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
展，需要在政企联动、深化企业家系统培训、细化企业管理
梯队培育和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四个方面下功夫。

重庆首届“专精特新”优秀
企业家评选网络投票截止

9月5日，南川城区晨雾缭绕，绿意盎然。
近年来，南川区把造林与造景相结合，不断植树添绿增景，使城周800多公顷石漠化区域由“石”变

“林”，花盆山、永隆山等3200公顷森林成为城市景观林带，城区道路、小区30万株绿化树让市民推窗
见绿、出门绿荫相随。

特约摄影 瞿明斌/视觉重庆

“石城”变“绿城”

（上接1版）
推动大创新、创建大品牌、实现大开放、

建设大市场、促进大转型，江津区打造消费品
工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交上了圆满答卷。去
年，全区消费品工业产值达到450亿元，今年
上半年超过250亿元，消费品产业已跃居全
区主导产业首位。

抓项目招大商补链延链强链

2019年，江津消费品规模工业产值达
252亿元，约占全市的8.3%，主要产品产量
在全市占有较大份额。数据表明，江津具有
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的良好基础。

2020年初，《江津区打造消费品工业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行动计划（2020-2022年）》
（下称“三年行动”）出台，提出打造消费品工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到2022年，全区规模
以上消费品工业产值力争达到500亿元，到
2025年力争达到1000亿元。

位于江津德感工业园的益海嘉里（重庆）
粮油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食用油精炼和灌装、
大豆压榨及面粉、大米加工和销售。“三年行
动”开始后，益海嘉里又先后投资11.7亿元
建设大豆压榨、面粉加工、中央厨房等项目，
并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了从接单到
配送的全流程优化。

“一手抓存量、一手抓增量。”江津区经济
信息委负责人介绍，在推动存量企业实施智
能化改造做精做强的同时，江津区狠抓项目
招大商，通过补链延链强链推动企业加快转
型升级，努力在扩规模、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上取得成效。

过去，重庆市渝津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只
有一台印刷机，纸张靠传统手工传递，仅有两
家客户。2020年，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子
公司祥恒创意（重庆）有限公司全资收购渝津
纸业，当年就实施全面技改，次年产值就超

1.5亿元，预计今年产值有望增加20%。
9月2日，记者在该公司数字化车间看

到，一张张原纸通过100米长的智能生产线
和5台印刷机，很快变成了一个个包装箱。

“能耗降低了，品质、效率、产能都提高
了。”祥恒创意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该公司
又投入2亿元，新建物流码头、原纸库、5号厂
房及办公楼，加购胶印机、进口BHS瓦楞纸
板线，安装智能化软件，建成年收入达5亿元
的智能包装工厂。

此外，芝麻杆、米花糖等老字号，也靠着
工艺改良、推陈出新，焕发了新活力；青花椒
形成一条完整的种植、加工产业链，连接起
55万亩产地、60万个椒农、近20家规模加工
企业，产业链总产值30多亿元……三年来，
江津区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和补链延链强链
的故事在持续上演。

截至目前，江津区消费品工业企业完成
智能化改造项目70余个、创建智能工厂6
个、数字化车间28个；累计引进山鹰控股、顾
家家居、东莞德伸、北京一轻等一批重量级消
费品工业项目，协议引资额超330亿元。

优化营商环境促开工保投产

今年5月，江津区提出围绕建设先进制
造业基地，加快补齐公共服务、商务服务、城
市品质三大短板，高质量建设西部（重庆）科
学城德感消费品产业城。

7月8日下午，江津区副区长杨玉书邀请
企业代表参加“企业家下午茶”活动，品茗话
茶，共同探讨德感消费品产业城如何打造工
业旅游景区。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抓好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园区配套功能”“挖掘‘三线建设’
工业遗存，开发特色工业旅游产品”“让游客
能听到一个故事，看到一条生产线，感受一
次体验，带走一份产品”……此次下午茶活

动，企业家们围绕“工业旅游”主题，纷纷就
消费品产业城工业旅游景区实现路径建言
献策。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除
了通过“企业家下午茶”活动听取企业遇到的
难点、痛点、焦点问题，江津还于今年初开展
了领导干部遍访规上工业企业行动。全区
42名区领导、231名区管领导干部分层级对
口联系服务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全区规上工
业企业联系服务全覆盖，切实帮助企业解决
问题。

30套廉租房化解了鼎喜实业宿舍紧张
问题、敏华家具海绵城市设计问题得到解
决……今年上半年，遍访企业行动累计收集
问题273件，并根据问题办理难易程度，将问
题办理时间分为1、5、10、15个工作日四个
等级。

截至目前，273件问题已办结271件，真
正做到了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急企业所急办
理各项问题。

此外，江津区为促进招商引资项目开工
保投，正在完善签约即开工机制，确保企业顺
利落地、建设，投产。

创新“园中园”推进集群发展

在珞璜工业园，一座北欧园林式风格建
筑格外引人注目。这是重庆恒弘家具制造有
限公司的厂房。在这个园林式生产基地里有
国际化生产车间、超现代展示体验中心，厂区
后还有景观水池、林间步道及果园等。

“过去，恒弘家具是一家只有两名工人的
作坊。”现在，该公司已成长为集设计研发、生
产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家具企业，
业务涵盖办公家具、教学家具、全屋定制、家
居设计等，产品远销东南亚。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主要得益于园区创新‘园中园’集
群发展新举措。”

江津珞璜工业园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
坦言，“三年行动”之初，全区的消费品工业
存量企业分布在德感工业园、珞璜工业园、
白沙工业园等园区。没有专门的消费品工
业园，难以形成集中成片优势，但新设立这
样的园区又不现实。为此，江津区引导部分
园区创新建设“园中园”，依托已有的消费品
工业存量企业，吸引一批优质企业走集群发
展之路。

当时，珞璜工业园就利用拥有玖龙纸业、
杜拉维特、敏华家具、恒弘家具等企业的优
势，聚焦纸质包装、智能家居两大核心消费品
产业，规划建设“西南纸业包装城”“珞璜智能
家居谷”两个“园中园”。

现在，珞璜智能家居谷已集聚包括顾家
家居、敏华家居、恒弘家具等家居行业龙头在
内的115家消费品工业企业，正加快集聚国
内优质原创品牌资源，打造“渝派品质家居”
集群。西南纸业包装城规划实施后，玖龙纸
业将原计划布局于其他城市的3亿元玖龙智
能包装西南基地项目“留”在了珞璜工业园，
并带动引来了扑克等竞技用纸下游行业生产
制造企业落户。

在白沙工业园，江小白酒业同样吸引了
一批包装、物流等配套企业落户酒水饮料产
业园，并利用10000亩高粱产业园及与高粱
错季生长的油菜花发展乡村休闲旅游，逐渐
形成三产融合的酒产业集群。

“做好政策、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保
障，建成消费品工业集聚区。”江津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除西南纸业包装城、珞璜智能家居
谷、酒水饮料产业园，江津还打造了德感工业
园“粮油产业园”、江津综保区“新兴智能及高
端消费品产业园”、白沙工业园“农副产品加
工园”和先锋产业园“调味品产业园”等4个

“园中园”，持续推动消费品工业差异化、特色
化、集群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