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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电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何春阳）11月6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活动之一——中外企业合作论坛
上，长安福特与福特汽车签署了2020年进口
7.41亿美元零部件的采购协议。

今年以来，兵器装备集团与福特汽车不
断提升互动频率，围绕推动战略合作升级，联
手启动了“长安福特加速计划”，达成了谅解
备忘录，细化明确了长安福特未来发展的核
心框架是效益、产品“两个领先”和营销、质
量、效率、合作、供应链“五大提升”。

此次签约，拉开了长安福特新一轮大规
模采购福特汽车零部件的序幕。未来，长安
福特将进一步加大向福特汽车采购进口零部
件的力度。

长安福特方面表示，将以本次大规模采购
为契机，充分用好双方母公司分布全球的优势
资源，全力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产品研
发制造体系，全面推进“中国设计、中国速度、
中国智造”，到2021年底陆续投放至少18款
新产品，用实力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和喜爱。

长 安 福 特 与 福 特 汽 车
签署7.41亿美元采购协议

本报上海电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何春阳）11月6日，重庆的“天下第
一大火锅”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下称进博会）非遗体验区正式开锅。
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任鸿斌，重庆
市副市长熊雪出席活动。

“天下第一大火锅”是重庆德庄挑战
吉尼斯世界纪录成功后的名称，其直径
为10米，高1.06米，重13吨。

此次在进博会亮相的“天下第一大
火锅”与之前有所不同，其火锅中间层峦
叠嶂地摆放着重庆城市建筑剪影；太极
八卦鸳鸯锅，寓意重庆朝天门两江交汇
处；火锅上面悬挂的红凤凰象征着“凤舞
九天”，其下56个小锅各放有刻着56个
民族名字的水晶球，寓意着民族团结携
手，共创美好明天。

开锅仪式现场，参加活动的嘉宾一
起围着“天下第一大火锅”烫火锅，并举
杯祝愿重庆火锅进一步走出国门，奔向
世界。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从7日起，
“天下第一大火锅”将邀请更多前来参
加进博会的嘉宾，品尝重庆火锅的味
道。

“把‘天下第一大火锅’搬到进博会
上，就是希望它能起到展示作用，从而促
进各方与重庆的合作。”进博会重庆交易
团相关人员介绍，火锅是重庆的一张名
片，具有很强的地域属性，能够充当一扇
窗。通过在进博会上的展示，让更多嘉
宾吃到重庆火锅，以此为媒介，让更多人
知晓重庆、了解重庆，最后与重庆进行更
深入的合作。

另一方面，火锅已成为重庆餐饮业
的重要产业支撑。重庆市火锅协会名
誉会长、德庄集团董事长李德建表示，
目前，重庆火锅正步入发展快车道，形
成了有品类、有价值、有品牌、有文化的
产业体系，成功打造出“千亿级产业
链”。全国的重庆火锅门店数超过10
万家，年营业额超过4000亿元。本次
把“天下第一大火锅”搬上进博会，也能
推动重庆火锅产业发展、推动重庆火锅
文化“走出去”。

市商务委方面表示，重庆火锅是重
庆符号之一，也是重庆联通世界的桥
梁。此次组织“天下第一大火锅”代表重
庆火锅参加进博会，能够让更多人感受
到重庆的魅力。也希望借此契机，邀请
各方到重庆来，品火锅，游三峡，赏红叶，
投资兴业，行千里致广大，助力重庆打造
消费中心城市、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

一口直径10米、高1.06米、重
13吨的大火锅周围，数十人一起
下菜，烫锅……

11月6日，第二届进博会上，
重庆火锅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
向世界进行了一次推介。

这样的推介，得到了参会嘉
宾的赞许，也实现了重庆交易团
的目的——利用好进博会这一国
家级展会平台，向世界展现重庆
火锅的魅力，推动其更好地“走出
去”。

重庆的火锅门店2.6万多家

火锅的种类很多，重庆火锅以
麻辣为主，最初为船工食用，继而
在重庆发展开来。在业界，重庆也
是公认的麻辣火锅起源地。

重庆人也的确爱吃火锅。
重庆大学曾发布《大数据深度

解读重庆火锅背后的秘密》一文，
该文通过大数据爬虫技术抓取大
众点评网的公开数据，生成了重庆
火锅店面分布图和重庆人流热力
图数据。

该数据显示，重庆火锅店主要
集中在主城九区，有13215家火锅
店，而且内环以内区域火锅店密度
最大，高达21.7家/平方公里，相当
于每两百米就有一家火锅店。

市商务委也曾通过大数据抓
取、地图搜索数据以及实地走访等
方式结合，最终得出重庆火锅门店
的数量为26991家。

重庆火锅的相关从业人员数
量同样庞大。

重庆市火锅协会统计，该协会
现有630家会员企业，会员单位从
业人员总量120400人。通过向
市场监管局、人力社保局等部门查
询，获知非协会会员单位的重庆火
锅从业单位从业人数大概为
437855人，由此推算出全市火锅行
业的直接从业人员接近56万人。

重庆火锅在全球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布局

重庆火锅并非只在重庆有名。
当下，在全国众多城市，都能

看到“重庆火锅”的招牌；在新浪微
博等社交平台上，市外游客提及重
庆最多的词汇中，火锅是其中之
一。

还有数据显示，重庆目前有火
锅连锁加盟企业57家，比如知名
的刘一手、秦妈、巴将军等，这些企
业已在全国开设连锁加盟门店超
过2000家。

“每次来重庆，都要吃重庆火
锅。”今年国庆期间，浙江游客穆晓
雪和朋友一起来重庆游玩，她表
示，重庆火锅非常有名，也是重庆
重要的名片。

美团·大众点评研究院推出过
《2018中国火锅大数据报告》，该
报告通过对全国地方特色火锅的
商户数量进行分析，得出全国普及
程度最高的火锅主要有四大派系：
重庆火锅、川系火锅、粤系火锅和
北派火锅。

市商务委相关人士称，在全
国，重庆火锅门店超10万家，年营

业收入超4000亿元。
当然，重庆火锅的名声，已不

仅限于国内。
2016年10月，央视新闻播放

了一则新闻《麻辣火锅，火遍日本
的中国滋味》。该新闻讲述重庆人
朱大明将原汁原味的重庆火锅开
到日本福冈，并使重庆火锅火遍日
本的故事。

朱大明坚信“没有地方性就没
有全国性，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
性”，坚持保留重庆火锅的麻、辣、
鲜、香、脆、嫩特征，最终在日本取
得巨大成功。其在日本的重庆火
锅店，被20多家日本媒体采访，刷
爆日本留言板，食客爆满。

重庆火锅在日本的火爆仅是
重庆火锅品牌“走出去”战略成果
的缩影。

如今，重庆火锅已成为重庆餐
饮行业“走出去”的主力军。近年
来，重庆火锅企业在海外扩张的步
伐日渐加快，目前，小天鹅、秦妈、
苏大姐、德庄和刘一手等多家本土
火锅企业，已累计在海外开店200
多家，分布在美国、新加坡、俄罗
斯、澳大利亚、加拿大、老挝等国家
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

重庆火锅“走出去”
还要持续发力

“重庆火锅这些年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但想要保持长远的发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火锅协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当下的市场不进
则退，重庆火锅应该结合企业本身

和企业外部的条件，通过不断地自
我突破求新，保持强劲的动力，才
能不被市场所吞没。

下一步该如何走？该负责人
表示，未来，重庆火锅依旧是以龙
头企业带动，抱团发展的趋势。同
时，也要注重成本、渠道等上下游
全产业链的多个环节。

比如在成本控制上，可以考
虑建立原辅材料基地，降低采购
成本；建立供应链合作机制，降低
统采成本等。像德庄、秦妈、小天
鹅等企业，便在石柱、江津、云南
哀牢山等地建立了材料基地，相
较市场采购成本价格降低10%左
右。

再如在渠道方面，重庆火锅
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开始通过
差异化的产品打开市场。“德庄建
立了火锅调味品和菜品的市级科
研机构，积极应对消费者需求变
化，研发了与众不同的产品；秦
妈、小天鹅、刘一手等企业与珠海
一品、成都圣恩、乐客食品等民营
研发机构开展技术合作，推进新
产品的开发。这些都是进行差异
化战略的体现。”市火锅协会相关
人士称。

这位人士还表示，目前来看，
在全球范围内，消费重庆火锅的多
为华人，想让重庆火锅成为全球领
域的饮食，还需要融入当地社会文
化中。比如，国外很多年轻人就很
喜欢重庆火锅，这便是一个很好的
突破点。

“重庆火锅还需要更加标准
化、品质化。”这位人士表示，重庆
火锅想要更好地走出去，这两点也
必不可少。

市商务委方面则表示，接下
来，他们将从融资、品牌、互联网、
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发力，为重庆
火锅产业提供支撑，推动重庆火锅
行业进一步加快发展。

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布局
重庆火锅正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何春阳

本报上海电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何春阳）11月6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下称进博会）上，重庆解放碑步行街
以视频形式，在中国馆亮相。

本届进博会上，中国馆以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为主题，呈现70年来新中国发生
的翻天覆地变化，展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历史性成就和新时代新机遇。在中国馆内，
有一块区域以“步行街”为主题，以视频形式
展示了全国11条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
便是其中之一。

据了解，解放碑步行街的展示宣传片分
为裸眼3D和2D两个版本。2D版本为3分
钟，以“一街一世界”为主题，着重展示解放碑
步行街现有的建设情况。

重庆日报记者现场看到，解放碑步行街
2D版本宣传片中，有很多重庆市民熟悉的元
素，比如解放碑、洪崖洞、千厮门大桥、国泰广
场、重百大楼等等，还有饮食、金融、文化、商
圈布局等多个维度的介绍，比较全面地展示
了解放碑步行街现在的样子。

而在3D版本宣传片中，解放碑步行街
显得更“科幻”一些，展现包括5G、中心区域
将新建的商业体、未来的鲁祖庙风貌区等，更
多是解放碑未来的形象展示。

解放碑CBD管委会副主任李杨介绍，
3D与2D两个版本因为播出时间不一样，所
以各有侧重。2D版本，注重展示到目前为
止，解放碑步行街取得的阶段性成果；3D版
本，则注重未来，呈现的是解放碑步行街将要
打造的方向和未来会有的样子。

他表示，解放碑是全国首批11条步行街
改造提升试点街区之一，也是重庆的地标之
一。此次在进博会上亮相，便是希望以此为契
机，展现出渝中区乃至重庆的国际化形象，体
现重庆对外开放成果，呈现重庆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底蕴，让更多人了解重庆，喜欢上重庆。

渝中区副区长邓光怀称，本次展示的11
条步行街中，仅有4条是有3D版本的，这是
国家层面对解放碑步行街的肯定与信任。同
时，渝中区也希望借进博会的契机，看看其他
城市，尤其是杭州等沿海城市的步行街是如
何打造的，从中寻找经验，更好地打造解放碑
步行街。

解 放 碑 步 行 街
亮相进博会中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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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嘉宾正在品尝重庆火锅。
记者 杨骏 摄

心有所系，敬业乐业。在国网重
庆南岸供电公司工作了30个年头的
张毅，以其丰富的检修经验和对10千
伏线路带电作业的深入研究，一步一
个脚印，成为我国带电作业领域的领
军人物，当选为重庆2019年“巴渝大
工匠”。

1986年，张毅高中毕业，当时他觉
得保家卫国才是男子最重要的事业，
一心就想着入伍参军。后来因为父亲
在电力行业工作，便跟随父亲的脚步，
进了电力行业，成为一个用电安全的
守护者。

1989年，张毅来到线路所检修班，
跟着师傅边学边干，从简单的220伏
到380伏，再到1万伏高压线……张毅
一步一步尝试着带电检修。“以前跟师
傅学艺，从架铁塔、搭电缆到安装天然
气，什么都做过。那个时候物质匮乏，
营养跟不上，个子也不高，连冲击钻都
把不稳，就只有和工友轮流靠肩膀把
它顶进去。”张毅说，“我们经常在电线

杆上一站就是半天，酷暑的时候基本
是把藿香正气液当水喝，赶上阴天下
雨，就披一块遮雨布继续作业，所以我
们每个人手上都被电线磨出了血泡。”

发展的行业，不仅需要丰富的经
验，还需要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所以
电力人的每一天，从清晨到日暮，都在
研究、检修、探索中度过。

即使在检修的途中，张毅的脑
袋瓜儿仍在不停运转。停电情况为
什么出现？怎么检测线路故障？哪
种检修方法能保证不停电作业？“想
到这些，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张张
画面，从线路检测具体到检修经手
人，每一个细节我都考虑得清清楚
楚。”张毅说，“对于从事电力行业的
人，是不允许有一点纰漏的，因为一
个小小的错误，将会造成不堪设想
的后果。”

张毅回忆起以前发生的事情，至
今还觉得头皮发麻，“20几年前，为了
防止零件被腐蚀，许多大型变压器基

本都是浸在油里，所以当时检修的时
候我几乎是在油里边游泳。还有一次
我接到任务，在80米高的铁塔上安装
避雷器作业，当退出作业地带的时候，

整个人都被释放的电流弹了起来，当
时要不是我下意识地抓了个东西，现
在估计已经不在人世了。”

为了让电力人少被电“打”，在小

范围的损失下保证电路维修，确保市
民用电，2014年，张毅编写了《10千伏
旁路法不停电作业检修两环网柜之间
电缆线路》和《10千伏架空线路临时取

电给移动箱变供电》，填补了10千伏
线路带电作业操作领域理论规范的空
白，成为重庆市电力行业首创的行业
操作指导规范。同时，首次为山区铁
塔安装35-220千伏线路型氧化锌避
雷器，结合西南地区山地地貌，创立

“山地带电立杆法”，使每年供电量新
增200余万千瓦时，停电时间平均减
少3000多小时。

为了将技术传给更多电力人，张
毅创建了“张毅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以“传承绝技绝活、培育创新成
果、培养技能人才”为理念，打造了一
个带电领域高技能人才、高技术创新
成果的孵化基地。截至目前，张毅已
累计获得15项国家专利授权，带领
的团队先后创出专利70项，荣获省
部级及以上优秀QC成果奖56项，顺
利将一个人的成功转化成一群人的
成功。

潘锋 吴思倩

张毅 匠心成就“追电人”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外出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