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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拼速度”到“拼质量”
渝北区全力建设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

A02

彩票看台：福彩双色球第 2018005 期开
奖：02 20 21 28 31 33+06；3D 第 2018011
期开奖：0 7 8；体彩排列3第18011期开奖：
9 7 2；排列5第18011期开奖：9 7 2 3 1
主编 欧泓村 美指 李璐 版式 秦刚 肖遵怡 吴静 徐剑

图编 王小村 任琦 校对 刘玛利下载游狗狗APP 跟着狗狗去旅行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赵乐际主持会议
A02

陈敏尔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重庆分会场强调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重整行装再出发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唐良智张轩徐松南出席
A02

“统一不是做方便面的吗？怎么也推出了方便火
锅？”近日，打算网购方便面的市民周女士发现，统一天
猫旗舰店上架了一款方便火锅，一下子吸引了她的注
意。她向记者爆料：“包装和价格都很高冷，让人联想到
了走高端路线的汤达人。”

据悉，统一于1月 7日在天猫旗舰店上架该款自热
式方便火锅，目前处于预售阶段。和大多数方便火锅采
用红色为主的包装风格不同，统一的包装以黑色为底
色，并特意打出“不麻不辣不重庆”几个字吸引眼球。据
统一天猫的客服透露，如果将口味分为微辣中辣重辣，
该产品为最高级别的重辣。

值得一提的是，统一推出的方便火锅不仅走重口味
路线，而且定价较高，单盒为45元。在电商平台上输入

“方便火锅”几个关键字，大部分产品普遍在20~30元左
右，目前天猫销量第一的老城南火锅定价也仅为 24.3
元。对此，统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品牌方便火锅刚
刚推出，还未正式进入市场，价格由总部决定，后期是否
调整尚不清楚。

据相关人士透露，“巴蜀懒人自煮火锅”是最早一批销售方
便火锅的品牌，根据其微信公众号的记录，2017年1月该品牌就
开始发布产品信息。由于缺乏特色，淘宝平台上该品牌的产品
已经很难找到，销量最高的一家月销量也仅为4000笔左右，微
商代理中该品牌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说已经被后来者居上，而
且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这波行业洗牌中也有一些品牌脱颖而出，获得了较好
的发展机会。诞生于重庆的麻辣多拿以辣条起家，并非最早进
入方便火锅的品牌。但截至目前，该品牌推出的方便火锅月销
量达到了8.3万笔左右，位居淘宝销量前列。

“方便火锅是2017年火起来的品类，一开始是网红，后来各
品牌一窝蜂进入，造成了如今质量和口碑良莠不齐的现状。”麻
辣多拿的相关负责人侯先生告诉记者，方便火锅产业升级已经
开始，未来市场将逐步规范，小厂和以线下火锅店为依托靠组装
模式的品牌将被逐渐淘汰。目前，“麻辣多拿”的方便火锅所有
食材都靠自产，避免了原材料品质把控的不到位。同时，为了提
升产品的竞争力，口感上必须保证地道重庆味，食材均采用一手
新鲜食材，火锅底料也均为一手食材牛油。他认为，只有把好品
质关，做出特色，才能真正地留住消费者。

进军火锅界
“统一”要走高大上路线

其实，统一推出方便火锅并非偶然，这个新兴品类
是一个“风口”。就在2017年，方便火锅在微信朋友圈
迅速兴起，成为了争相追捧的网红，并迅速蔓延到线上
和线下。不仅火锅品牌陆续推出该类产品，就连做坚果
的“三只松鼠”和卖辣条的“麻辣多拿”也不甘示弱，纷纷
参与其中，一年之间涌入了数百家品牌。

既然方便火锅是从微信起家，那么现在微商的经营
情况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家住南岸区的市民董女士
可谓深有体会。

董女士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做方便火锅的代理，一
度在朋友圈卖得风生水起，但最近却越做越难。她称，
去年5月份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人买，而且有人一次买
十盒。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市场上竞争的品牌很多，
价格也越来越低，一周难得卖出一盒。如今她已萌生退
出的念头，但尚有不少存货，“能卖多少是多少，已经不
指望赚钱了。”

与微商叫苦不堪相比，电商平台的销售情况则相对
较好。截至目前，淘宝销量最好的品牌月销量超过15万
笔。不过，对比该品类销售巅峰时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笔
的销量，市场热度已经大不如前。而相关国家标准尚未
出台、味道不稳定、食材不新鲜等因素，也让方便火锅的
形象大打折扣，降低了消费者的兴趣。

一时成网红
方便火锅火热后迅速降温 后来者居上

把好品质做出特色，才能留住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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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近日，
康师傅在天猫旗舰店推
出旗下高端创新产品代
表豚骨系列免费试吃活
动，目前累计有 1.7 万人
参与申请，而页面标明的
限量只有21份。

据了解，豚骨面免
费试用活动时间为 1 月
6日~12日，参与活动的
四 种 口 味 ，官 网 售 价
58.5 元。免费试用申请
成功后，参与者会收到
试用品，需要在 20 天内
提交真实的试用报告，
整个过程中不需要支付
任何费用。

康师傅方面表示，推
出免费试用，目的是为了
获得用户的试用报告，同
时根据消费者的试用报
告进一步改进在品类和
品项上的创新。

记者昨天随机采访
了多位消费者，他们对此
类活动表示欢迎，而发现
试用规则后，也纷纷吐槽
品牌方的套路太深。市
民冯先生说：“方便面的
吃后感不就几句话的事
情吗？好吃、还行、不
错、凑合、接受不了，居
然要写报告……”而市民
王女士也认为，免费试用
活动很好，但带着任务吃
面条，未免沉重。“个人
很不喜欢吃完还写吃后
感，为什么就不能简单
点，少些套路，好好让我
们吃碗面呢？”

方便面巨头跨界追风口
““统一统一””重辣方便火锅重辣方便火锅 合重庆人的味吗合重庆人的味吗？？

2017年以来，作为方便面的近亲，方便火锅可谓炙手可热，小
龙坎、魏蜀吴、德庄、老城南、三只松鼠、良品铺子、麻辣多拿······
众多品牌纷纷涌入，并广受欢迎。

近日，方便面巨头统一在天猫旗舰店上架一款方便火锅，号称
“不麻不辣不重庆”，开始加入该领域竞争。面对已经占据市场主流
的各品牌，统一选择此时推出方便火锅，究竟是何缘故？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唐小堞

产业升级已经开始
此时进入为时不晚

对于方便火锅行业的发展趋
势，著名战略定位专家徐雄俊表
示，从 2017年开始，方便火锅作
为一个新品类快速崛起，竞争逐
渐激烈，但是群龙无首。统一进
入方便火锅市场虽然较晚，但目
前仍有机会。随着行业开始洗
牌，未来该品类的竞争会更加激
烈，并且销售会继续增长。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则分析，方便火锅属于网红类的餐
饮形式，这个品类较为小众。从产
业端和消费端结合来看，该品类也
受价格、食材品质、食品安全等因
素影响，未来发展空间会受到限
制。但是，随着行业的不断深化和
快速发展，产业升级已经开始，统
一选择此时进入，并非没有机会，
在渠道、品牌、网络较其他品牌更
具优势，总体来看不算太晚。

康师傅推免费试吃
1.7万人抢21个名额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 唐小堞

纵 深

与统一的勇于尝试不同，康
师傅谨慎得多。

对于是否有进入方便火锅的
计划，康师傅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一个新品从研发到推出市场
需要进行充分的考量，包括市场前
景、企业的生产能力、食安管控标
准等。“对于方便火锅这一‘风口’，

我们会持续关注，至于是否要推出
这一品类，会综合多个因素进

行审慎地考量。”

影 响

康师傅尚未跟进

相关新闻

据重庆日报消息 1 月 11日，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唐良智会见了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

市领导吴存荣、王显刚，蚂蚁金
服集团董事长彭蕾，阿里巴巴集团
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副总裁胡晓

明、闻佳等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代表市委、市政

府对马云一行表示欢迎。陈敏尔说，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实施国家大
数据战略和数字经济发展，多次作出
重要指示，为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指明了方向。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实施以大
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行动计划，加强大数据智能化在产业
转型升级、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和民
生保障等领域应用，推动重庆经济高
质量发展。阿里巴巴是互联网领域
的领军企业，与重庆发展战略高度契

合。希望双方在大数据应用、现代金
融、智慧物流、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
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唐良智说，重庆正努力建设国
家重要智能产业基地、全国一流智
能化应用示范之城和数字经济先行
示范区。希望阿里巴巴、蚂蚁金服

深化与重庆的合作，共同打造基于
“城市数据大脑”的“智能重庆”，共
创大数据智能化时代的美好未来。

马云说，重庆的发展充满活力、
前景广阔，我们对与重庆的合作充
满期待，对重庆的未来充满信心。
阿里巴巴集团将着力加强与重庆在

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创新基
地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当天下午，重庆市与阿里巴巴
集团、蚂蚁金服集团签署推进大数
据智能化创新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
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陈敏尔唐良智会见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