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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来凤街道：巧用自治法治德治 增能提效乡风治理
提升乡村文明程度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内容。2020年9月，璧山区来
凤街道登凤村三组被确定为璧山区

“党建引领、乡风治理”示范点后，登
凤村就在白果树院落、巴渝新居和帅
家院子三个院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党建引领、乡风治理”工作。
登凤村通过引入专业社工组织

增能赋能，针对农村不文明风气，把
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起来一手抓，通
过建强组织、完善制度、营造氛围、改
善环境、解决问题、广泛参与等系列
工作，形成了乡风治理联运机制，让
登凤村的乡风民风更美了。

村民自治+志愿服务，培育
文明乡风

有了文明乡风，才有美丽乡村。
在推进乡风治理的前期，登凤村开展
了改善院落环境，打造整洁美丽、和

谐宜居村落。为提升白果树院落人
居环境，回登凤村报到的机关党员、
村两委班子成员、老党员、院落村民
共同对卫生死角、边缘盲区带头开展
了拆危房、清杂物、腾房间、换新貌行
动。

党员带头、乡贤发动、群众自觉，
一股建设美丽乡村的浪潮吹过了登
凤村，留下的是白果树院落院白墙黛
瓦、绿树成荫。美化后的登凤村让村
民们尝到了建设美丽乡村的甜头，登
凤村又紧锣密鼓，在公共地段实施了
白改黑项目，道路两旁规划了停车
位。看着日渐美丽的家园，家家户户
房前屋后收拾得整整齐齐，成为了登
凤村人的时尚。

乡风治理，就是要发挥村民在
此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登凤村以“党
建引领、乡风治理”为契机，建立村
民理事会、院管会，“乡邻客厅”让村
民有空来坐坐，有事来聊聊，有建议

可提，有事情可办，同时引导党员干
部、致富带头人、新乡贤等参与志愿
服务。

夏日来临，夕阳映在登凤村的绿
水青山中，村委会组织村民们开展了

“‘阳春初夏 健步逐风’党群同行活
动”，按照登凤村委→拱背桥→洪星
桥→登凤村委的路线健步前行，路上
遇到村民，登凤村二组队长郑开惠和
登凤村村医薛成容忙着上前向村民
宣传“党建引领 乡风治理”试点工作。

按照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弘扬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思路，围绕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2020
年9月以来，登凤村广泛发动村民们
积极参与乡风治理行动，举办了“我
们的节日—国庆、中秋”“奋进新时代
共圆小康梦”“家风润万家”等志愿服
务活动20余场。“如此一来，志愿服务
加强了邻里之间的感情，激发了村民
的自治能力，也让村民们有了幸福

感。”来凤街道负责人说。

平安法治+积分兑换，传播
文明新风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一场针
对小朋友的法治教育活动在登凤村
开展，通过活动，加强青少年们的法
律常识，培养是非分辨能力，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和守法观念，这是登凤村
利用平安院落建设，推动乡风治理的
手段。除此之外，为了发挥司法在乡
风治理中的约束作用，来凤街道平安
办联合司法所建立起了农村法治服
务体系，开展政策法规宣讲、疫情防
控、矛盾化解、法律咨询、村民自治等
工作，不断增强村民的守法用法意
识。

另一方面，登凤村又发挥文明在
乡风治理中的作用，设立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积分超市，并规范兑换管理流

程及相关制度。村民围绕遵纪守法，
移风易俗、孝老爱亲、环境保护、参与
志愿活动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都
会得到文明积分，积分存入“善行储
蓄存折卡”中，参与积分兑换活动，从
而减少或规范村民的不规范行为。

截至目前，登凤村共计开展政策
法规宣讲 4 次，参与村民自治管理 20
次，化解矛盾纠纷 28 件，协助和提供
法律咨询 36人次。

育人德治+创评典型，引领
和谐春风

乡风治理，最根本的是要转变村
民意识，让村民自发投身乡风文明建
设，争做乡风文明时代新人。今年1
月，登凤村引入成都绿色浣花专业社
会服务组织，以进村入户、专家培训、
座谈等多种形式向村民宣传了乡风
治理工作，逐步引导村民自发、积极

参与乡村建设。
专业团队组织与村委、村民自治

组织保持了良好的沟通，相互支持，
形成了乡风治理的联运机制，随着村
民主体意识、院落治理意识的不断增
强，以及院落治理长效机制的日渐完
善，也让村民完成了从"要我做”到“我
要做”的华丽转变。登凤村邻里之间
充满友爱互助，关系变得更加和谐融
洽。

发挥榜样的作用，引领乡风文
明，登凤村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目标，逐步
挖掘家风好故事以达到弘扬道德新
风，组织开展“好媳妇”“好公婆”等身
边好人评选活动。经过院落、小组、
村委层层推选，不断涌现的登凤好
人，照亮并温暖着登凤人在乡风治理
的大路上砥砺前行。

王琳琳 陈钰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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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光红

最近1个月，成都、天津、北京等
城市的近10名创业者，相继慕名来渝
与“舌尖上的嘿小面”创始人谢涛谈合
作。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希望
加盟“舌尖上的嘿小面”，在自己所在
城市开重庆小面店。

即使在疫情防控成为常态的形势
下，“舌尖上的嘿小面”也保持着稳步
扩张的势头。老板谢涛的主战场，也
从店铺转移到了谈判桌上。

“今年前5个月，我们已经在重
庆、四川达州和迪拜等国内外城市新
开了5家店。”谢涛透露，截至目前，

“舌尖上的嘿小面”已在国内外10多
个城市开店200多家。

作为重庆的地方小吃，重庆小面
因为麻辣鲜香、口味浓厚，近10年来
火爆大江南北。在2017年举行的第
27届中国厨师节上，重庆更是拿到了
中国烹饪协会授予的“中国小面之都”
金字招牌。

红火的重庆小面，已逐渐形成一
个庞大的富民产业。据重庆市小面协
会估算，目前全国共计有超过38万家
重庆小面店，它们遍布各个省份、各大
城市，创造的年产值逾千亿元。

连锁加盟开路，重庆小
面国内外遍地开花

重庆小面如此之火？小面企业以
不同形式探索发展连锁加盟店是重要
推手。

狭小的店堂，几张简易的桌凳，简
陋的装修，有的店铺甚至连桌子都没
有一张，只在店外摆两排高矮不一的
塑料凳当作桌凳……曾经，重庆小面
店留给外地人的普遍印象，一直就是
就餐环境差、档次低的街边摊而已。

但如今完全不同。以位于两江新
区蔡家的“舌尖上的嘿小面”店为例，
其以透明的厨房、宽敞的店堂，不同灯
光刻意营造出的阴影区和明亮区，小
面文化墙等，完全颠覆了人们对重庆
小面店的既有认知。

为何把小面馆做得如此“高大
上”?

“街边摊无法塑造重庆小面的
品牌形象。”谢涛解释，重庆小面要
想真正走出去打响名声，就需要创

新升级经营模式，告别街边摊，树立
新形象，增加品牌吸引力和品牌传
播效应。

早在2013年，“舌尖上的嘿小面”
就在南坪百盛购物中心开了第一家具
有休闲、时尚风格的店，成为重庆第一
个把店开进购物中心的小面品牌。这
家店开业后，生意很不错，每天进店消
费的客人超过400人。

尝到甜头后，“舌尖上的嘿小面”
又打造了一套易于复制的连锁加盟模
式——向加盟商输出品牌、管理模式、
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及标准化的技术
体系，并统一店铺装修风格。创业者
无需学小面制作技术、无需懂经营，即
可在公司指导下实现轻松开店。

第一家店的成功、易于创业的连
锁加盟模式，逐渐吸引了市内外甚至
国外的有意者前来加盟。到2019年，

“舌尖上的嘿小面”已在重庆、成都、贵
阳、北京、上海和加拿大多伦多、澳大
利亚悉尼等10多个国内外城市开设
门店共计约200家。其中，国外门店
有10余家。

不仅如此，从2020年起，谢涛还
复制“舌尖上的嘿小面”的成功经验，打
造了一个重庆小面连锁新品牌——“佬
干溜”。到目前为止，该品牌已在重庆
开了10家连锁店。今年之内，其目标
是连锁店数量达到50家。

发展势头同样迅猛的，还有秦云
老太婆摊摊面。

1994年，秦云在原建设厂家属区
一个棚子里摆上几张桌子，开始创业
卖面。2010年时，他成立重庆摊摊面
餐饮文化有限公司，以“秦云老太婆摊
摊面”这个品牌发展加盟，拓展小面市
场。

彼时，餐饮加盟已非常火爆。但
做加盟业务的餐饮企业，普遍只授权
加盟商使用品牌而不传授制作美食
的核心技术。秦云不走寻常路，率先
在业内创新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加盟
模式——既授权加盟商使用品牌，又
向加盟商传授制作小面的核心技术。
加盟商学到技术开店后，摊摊面公司
还要对其提供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
的指导。

10余年来，“秦云老太婆摊摊面”
依靠这种模式，在全国各地拓展市场，
发展了上千家加盟店，成为连锁店数
量最多的重庆小面品牌。

“近年来，受益于不少小面企业的
连锁加盟模式，重庆小面在全国各地
实现了快速扩张，形成了一个大产
业。”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张寿江介
绍，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共有逾38万
家重庆小面店。其中，重庆市内8.4
万家，每天共计卖出约1260万碗面，
年营业总额达到400亿元。

投资少经营模式简单，
开小面馆是创业的好路子

这个庞大产业中，主角除了搞连
锁加盟的小面企业，还有很多创业
者。他们既是重庆小面形成庞大产业
的“功臣”，也是重庆小面产业快速发
展的受益者。

来自武隆区仙女山镇的“80后”
苏秀兰就是其中之一。早在10多年
前，苏秀兰就抓住武隆大力发展旅游
的商机，开始在老家仙女山镇做餐饮
生意。10多年来，她先后开过中餐店
和农家乐，但一直没挣到什么钱。有
一年，甚至还亏了好几万元。

去年 4 月，苏秀兰打算另谋出
路。经过市场调查，她决定开面馆，并
加盟“佬干溜”。1个月后，她投资不
到20万元，在两江新区蔡家开了一家
小面店。

从开业第一天起，这家面积不到
50平方米的小面店，就不断给她带来
惊喜：每天早中晚三餐，顾客络绎不
绝。一天下来，最差都能卖300多碗
面，遇上节假日，一天甚至能卖上500
碗，每月营业收入超过15万元。

“重庆人喜欢吃面，以加盟方式
开小面店，投资少又能挣钱，并且经
营模式简单。”苏秀兰说，“这是非常
适合我们普通人创业的一条路，最
近，我又在蔡家找门面，准备开第二
家小面店”。

来自重庆市小面协会的数据显
示，重庆市内的8.4 万家小面店中，
60%以上是本市农村居民和大学生创
业开的店，单店年纯收入普遍超过15
万元。个别生意特别好的小面店，年
纯收入甚至达到上百万元。

数量庞大的重庆小面店，也让众
多人解决了就业问题。

据调查，单家小面店根据生意状
况，招聘员工的数量一般在1-5人之
间。按平均每家小面店招聘2人来

算，全市8.4万家重庆小面店解决了
16万多人的就业问题，这些人中6成
以上是农村居民。再按每人每月工资
4000元来测算，重庆小面店每月可帮
助这16万多人增收超过6.4亿元。

以“舌尖上的嘿小面”和“佬干溜”
为例，由于生意普遍很好，两个品牌的
200多家门店共计有近1000名打工
者，单店招聘员工数量普遍为4到5
人。

其中，在苏秀兰开的“佬干溜”小
面店，请了4名员工，均来自农村。目
前，加上苏秀兰，5个人的店还有些忙
不过来，以至于挑面这活儿还是她亲
自干。“过几天，我还想招一名挑面师
傅。”她告诉记者。

65岁的陈明惠是苏秀兰小面店
的新员工，来自梁平区聚奎镇，过去几
十年一直靠务农为生。对于这份“不
需技术、对学历又无要求”的工作，她
相当满意，觉得最适合像她这样没技
术、没文凭的农村人。

“以前在老家种地，每年只能挣两
三万元。而现在，1个月就能挣4000
元，一年下来就有差不多5万元。”陈
明惠一边擦桌子一边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我与在蔡家买了房的女儿住在一
起，出来打工不需租房，这些钱都是净
赚的。”

每卖1亿元小面，可为
相关产业创产值4000万元

除了带动创业、解决就业，重庆小
面还有明显的产业带动效应。

重庆小面涵盖麻辣小面和各种有
臊子的面食，其一大特点，就是味型非
常丰富，所需原材料非常多。

佐料是重庆小面的魂。一碗重庆
小面，一般需要油辣子、花椒面、姜蒜
水、葱花、榨菜等10多种调味料。开
一家重庆小面店，仅仅与这些调味料
相对应的原材料，每月就要采购不少。

以重庆渝都小面集团旗下的小面
连锁品牌——渝味悠面为例，其位于
观音桥朗晴广场的一家加盟店，从4
月中旬开业至5月中旬，1个月时间里
就用了花椒约30斤、辣椒50余斤。

这还算比较少的。重庆渝都小面
集团总经理吴隽透露，目前该集团已
在重庆中心城区发展了10家渝味悠
面小面店，每一个月，集团要向10家
店配送约900斤辣椒、450斤左右的
花椒。平均下来，每家店每天大约要
用3斤辣椒、1.5斤花椒。

重庆胜宏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做了20多年的干辣椒批发生意，主要
客户为小面店、火锅店等餐饮企业。

其创始人陶思勇注意到，最近两三年
来，该公司批发给重庆小面店的干辣
椒量，每年在以 5%-10%的幅度增
长。到今年，每月的量已达到5万斤
左右，销售额约90万元——换言之，
该公司仅仅批发干辣椒给重庆小面
店，年销售收入就有上千万元。

做了30多年花椒批发生意的重
庆曾花椒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曾维
树，客户中也有不少来自重庆小面行
业，其中小面连锁企业的采购量还比
较大。他透露，每个月公司仅批发给
重庆小面行业客户的干花椒就有1万
斤左右，价格低的为每斤四五十元，高
的为每斤八九十元。按照均价70元
计算，每月销售额有70万元左右。一
年下来，就有800多万元。

据业内测算，每卖出1亿元的重庆
小面，就需要花椒约50吨、辣椒约200
吨。以目前的市场批发价来计算，花
椒、辣椒成本均在700万元左右。

“如果再算上姜、葱、蒜、面条、小菜及
藠头等，这1亿元中，原材料成本占比至
少在40%以上。”重庆市小面协会秘书
长邹徐说，每卖出1亿元重庆小面，可帮
助种植、养殖等相关产业创造产值4000
万元以上。这就意味着，每年可卖400
亿元的重庆小面，至少能够帮助种植、
养殖等相关产业创造产值约160亿元。

重庆小面为何能火爆大江南北

□本报记者 黄光红

近年来，重庆小面虽然迅速火遍大
江南北，但也遇到了成长的“天花
板”——整个产业主要靠线下实体店支
撑，未来发展容易受到标准化、工业化
不足及线上销售差等多种因素制约。
如何打破这一“天花板”，是重庆小面产
业面临的一大难题。

日前，重庆市小面协会、柳州市螺
蛳粉协会在大渡口区举行座谈会，探讨
这道难题的解决之道。会上传出消息：
大渡口区计划携手重庆市小面协会，建
设重庆小面（快消品）产业园，着力构建

重庆小面全产业链生态圈，助力重庆小
面打破成长的“天花板”。

大渡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一
种地方美食，重庆小面的线上市场潜力
很大。未来，大渡口区将全力支持小面
工业化生产和电商龙头发展，把重庆小
面打造成为线上线下“通吃”的地方美
食代表。

重庆井谷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傅勇认为，重庆可借鉴沙县小吃、
柳州螺蛳粉等小吃发展模式，由政府主
导制定重庆小面地方标准，并通过扶持
政策引导，推动企业研发标准化小面产
品。在此基础上，成立由政府、专家、企
业、协会和品牌机构共同构建的运营平
台，帮助小面企业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
营销方式拓展市场销路，提升重庆小面
影响力和知名度。

“重庆小面市场份额大，政府和行
业协会可以适当放低企业准入门槛，
让更多企业加入进来，以良性竞争促
进行业发展。”柳州市螺蛳粉协会会长
倪铫阳建议，企业要有工业化思维，拿
出自己擅长的优势与产业链企业合
作,抱团发展，共同做大、做强重庆小
面市场。

譬如，柳州螺蛳粉线上销售额从0
元到100亿元，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一
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建立了3个工业园
区，大规模生产袋装螺蛳粉。

近日，重庆市小面协会已与柳州市
螺蛳粉协会达成战略合作——柳州市
螺蛳粉协会将学习重庆小面开拓线下
市场的经验；重庆市小面协会将学习柳
州螺蛳粉拓展线上市场的经验，联合行
业各方把重庆小面市场进一步做大。

重庆小面欲线上线下“通吃”打破成长“天花板”

▲6月10日，在两江新区蔡家，石山军（中）的小面馆每天都有不错的营
收，正打算找其它地方开第二家小面店。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行业观察

▲南岸区融侨公园，孩子们在吃重庆小面。（本报资料图片，摄于
2019年9月29日）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