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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氛围逐渐形成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传统

食品的功能化、新型功能性食品的推出势

在必行。食品行业只有在安全化上不断加

深，才有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今年，食品安

全综合监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食品标

准、检测手段、溯源技术等基础工作不断

夯实，监管方式方法不断改进；食品生产

经营者、市场开办方的主体责任意识不断

增强，行业诚信自律意识不断提高；各级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食品安全监督员以

及媒体、社会公众高度关注，全社会共同

参与食品安全的氛围逐步形成。

餐饮行业受困“四升一降”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相关统计显示，

近三年以来，餐饮业的食材成本和劳动

力成本分别上涨了40%以上， 房租上涨

了约50%， 而商用水电煤气等价格也在

持续上涨，这便是影响餐饮行业发展的

“四升一降”。 另据四川省统计局发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7月，四川省

餐饮收入744.7亿元，同比增长17.0%。但

是高收入并没有带来高利润，四川省烹

饪协会秘书长高朴表示，“四川餐饮行

业与全国整体形势一致，比较艰难。”近

两三年，四川餐饮业同样面临成本上涨

的困扰，包括租金、人力成本、原料上涨

吃掉了大部分销售额带来的利润增长。

外地知名餐饮涌入成都抢市场份额

纵观今年成都餐饮市场的新变化，

不难发现外地餐饮大量涌入， 打破传统

常规餐饮格局，例如今年4月底雅西高速

通车， 不仅成都人多了一个自驾游的好

去处， 有名的西昌烧烤也适时进入成都

“好吃嘴”的视野，被唤作“火盆烧烤”。

铁丝网下面是通红的炭火， 食材一倒上

去便会升腾起火焰烟雾，声色十足，与成

都人通常吃到的串串烧烤有很大不同。

另一方面，餐饮的新氛围也在大张

旗鼓地抢占市场，例如今年9月中旬，被

誉为全国顶尖自助餐的金钱豹正式落

户成都苏宁广场，总营业面积超过6800

平方米，店内装修风格高贵典雅，更有

400余种国际美食无限量畅享。而来自重

庆的巴菲盛宴也即将落户城南奥克斯

广场，据了解，芭菲盛宴拥有上千个餐

位， 每日为消费者提供中式、 西式、日

式、 韩式及东南亚风味佳肴几百种，同

时还有免费的白酒、啤酒、红酒、清酒供

佐餐； 而明档和明炉不仅能供应煲仔、

汤、粥、果盘、西冷和各式海鲜，还云集

了全球各地的特色美食。这些新吃法新

氛围，都成为2012年成都人追捧的对象。

白酒行业增速放缓

白酒行业今年遇到诸多不利因素，

特别是高端酒销售遇阻， 但区域名酒，

尤其是有历史基因的名酒将迎来发展

机遇。近几年，随着酒店、商超、餐饮日

益高昂的进店费、陈列费、促销费等，以

及消费者自带酒水的潮流，白酒的销售

渠道正在发生变化，一些靠近酒店或人

流密集的地段， 名烟名酒店随机而起，

成为酒店自带酒水和团购的主要场所。

而白酒行业在政策、资本、品牌、思

想等多方面力量的集合下，迎来又一轮

发展。2012年白酒行业发展迅猛， 企业

为获得更大投资收益，在生产规模和产

品质量上不断提升。同时，随着我国国

际影响力的增强，白酒业被认为是未来

最有可能成就国际品牌的土壤。白酒营

销人士及专家学者关于行业的思考和

研究从来没有停止，业外资本与境外资

本的介入将使白酒业竞争格局更加复

杂多变。

成都商报记者 吴坚

2012年转瞬即逝，回顾一年来的四川

旅游市场，新动态、好消息不断涌现，深刻

影响着每一位旅游从业者和每一位游客。

旅行社

：外来旅行社带来创新服务

“欧洲14日游，1月出发价格8000多元，

若使用中国银行分期付款， 平均每月只需

支付几百元。”今年上半年进入成都的凯撒

旅游，不仅带来品质绝佳的欧洲游，更带来

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分期付款业务， 将过去

一次性动辄万元的欧洲游费用， 降至首期

只需支付几百元。 在一个月前举行的2012

成都国际旅游展上，跳骑马舞和拉丁舞、全

场抽奖不断、 外国模特助阵……来自北京

的众信旅游200平方米的超大展位吸引了

逛展观众的目光， 并在两天内赢得了数百

万元的展会销售额。 来自上海的大者旅游

也在11月空降蓉城，去法国时装周看表演，

去澳大利亚阳光自驾且考察物业……高端

个性的海外定制服务，让人叹为观止。

景区：

观光式向度假式发展更明显

从观光式向度假式发展， 这是近年

来不少川内景区给自己的发展定位，而

今年，这一点更为明显。温江国际乡村休

闲度假产业片区迎来了全球一流精品度

假村悦榕庄的启动建设， 国色天乡二期

水上乐园正式投入运营； 四川峨眉山国

际旅游度假区黄湾武术文化小镇宣布开

工； 石象湖23栋别墅度假酒店也正式对

外营业……2012年 《四川省旅游条例》

还特别强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鼓励和支持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为

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境外旅游局：

大举进驻设立分支机构

当北上广旅游市场发展到较为成熟

时， 多家境外旅游局纷纷转向了以成都

为代表的西部重点城市。 泰国国家旅游

局在成都设立了办事处， 负责以成都为

核心的中国西部旅游推广工作。 两个月

前， 澳大利亚旅游局也在成都设置了分

支机构， 协助旅行社进行澳洲旅游的组

织推进工作。本月，韩国观光公社成都办

事处成立， 从其积极联动媒体即可看出

其计划深度开发西部旅游市场的决心。

航空公司：

多条航线将开通 欧洲游明年最适宜

今年的成都航空界可谓热闹非凡，不

仅双流国际机场T2航站楼投入使用，还有

多家航空公司高层抵达成都洽谈开通航

线事宜。日前，英国航空在成都举行发布

会， 宣布明年9月将开通成都—伦敦的直

飞航线。川航透露明年有望开通成都－巴

黎航线， 加上明年3月将开通的成都－多

哈航线，以及有望在明年开通的成都－法

兰克福航线，成都明年国际直飞航线有望

增加4条， 而成都至欧洲的机票成本也有

望因此降低。

成都商报记者 梁乃丹

餐饮旅游发展趋势

多元化衔接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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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最近

几年一直强调

城市综合体和

商业运营的转

型 ，

2012

年 在

成都已经落户

三大天街。龙湖

立志于建立一

种以 “龙湖天

街”为核心的新

城市生活方式。

龙湖天街在全

国市场已经实

现了销售过百

亿的突破，而成

都是百亿天街

的战略重镇，我

们明年将继续

在成都进行龙

湖天街的拓展。

多品牌、多业态的经营形式，有助于企业占领不同市场、规模扩张、细分客

户，这样的形式也同样适用于餐饮旅游两个行业。在这岁末年初交替之际，本报

行业记者提炼一年来的行业大事，归纳总结出今年的行业要点，让身处其中的你

我知晓过去，展望未来。

2012

年，加多宝面临

严峻考验， 在迅速启用自

有品牌“加多宝”后，继续

沿用凉茶创始人王泽邦后

人王健仪女士独家授权的

正宗配方，以先进、严密的

质量控制体系，采取“集中

提取，分散罐装”的浓缩汁

提取技术， 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 正宗的加多

宝凉茶。

17

年来， 加多宝致力

于做大凉茶产业， 推广凉

茶文化。 并积累了 “怕上

火”、红罐、“吉庆时分”、“过

吉祥年”等品牌资产，不断

推动营销创新。 加多宝成

功跨界娱乐、体育等领域，

从借势伦敦奥运会的 “红

动伦敦 畅饮加多宝 ”活

动， 再到掀全民娱乐狂潮

的加多宝 《中国好声音》，

这场堪称“正版”加“正宗”

的双赢选择， 让加多宝凉

茶“一夜成名天下闻”。

加多宝热心公益事

业，“加多宝学子情” 爱心

助学行动是加多宝集团的

一个常态公益助学品牌，

12

年来已累计捐助

8000

名学子。同时，还不断开拓

新的公益形式，成立“加多

宝扶贫基金”，开展孤儿救

助和全民公益宣传推广，

累计投入公益事业超过

3

亿元。

加多宝凉茶

9

月份已

完成全年销售目标， 同比

增长高达

50%

。 据国家统

计局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

布中心调查报告显示，加

多宝凉茶占凉茶市场份额

近

73%

，第六次获得“中国

饮料第一罐”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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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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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团

本地外来旅行社竞争加剧，共促市场；

景区加强配套，向度假区发展；

境外旅游局看好西部，积极抢驻；

航空公司纷纷探路，多条航线蓄势待发———

食品企业以安为先；餐饮步入微利时代；白酒格局复杂多变———

明年，食界进入淘汰更新环节

2012年，成都食界的消费需求悄然变化，大众消费渐成潮流，

快捷性、个性化正成为趋势，致力于打造品牌、连锁经营、口碑营销、

网络营销等。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越来越理性，品牌知名度凸

显购买重要性，外来餐饮争夺本地份额，白酒行业的黄金时代已过

……不难发现，明年将会是一个行业自我淘汰更新的过程。

今年起 川人游世界更方便更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