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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拥有遍布全国超过8100家餐
厅的中国最大餐饮集团，百胜中国本
着“国际脑 中国心”的发展理念，一直
将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充
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支持地区发展。
在云南，百胜中国已实现包括咖啡、蔬
菜等特色农产品的采购，以及公益土
豆等售卖，有效助力了当地产业发展。

必胜客品牌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结
合品牌优势积极参与其中。通过调研
发现，云南某些贫困地区的特色农产
品在收种环节方式粗放，缺乏科学种
植和供应链管理方面的意识与技能，
必胜客结合自身丰富的供应链管理经
验，打造了精准扶贫CSR项目。

“百胜中国一贯致力于‘情怀和温

度’发展业务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
中国打造了多个有影响力的公益项
目。‘必胜客扶业计划’也让人充满期
待，它兼顾了‘精准扶贫’和‘食材开
发’，用创新模式演绎‘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屈
翠容（Joey Wat）表示，“通过培训当
地农户提升采挖技术，加强其供应链

管理的技能，帮助帮扶地公益农产品
对接百胜中国旗下品牌，以实现云南
黑松露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改善帮
扶地经济生活条件。”

“得益于百胜中国的顶层设计和
专业优势，必胜客品牌将全力以赴支
持扶业计划，帮助当地农民科学采挖
松露，获得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必胜
客品牌总经理蒯俊（Jeff Kuai）表示，

“作为西式休闲餐饮的全球知名品牌，
除了为中国消费者引入世界各地精良
食材，必胜客一直致力于依托自身强
大的产品研发能力，用本地优质食材
制成佳肴，让消费者享受到‘舌尖上的
中国’。”

百胜中国积极响应精准扶贫的号
召，经过前期多轮实地调研和筹备，率
先在云南启动首期项目，聚焦当地松
露产业，探索构建多维度、可持续精准
产业扶贫模式。百胜中国首席公共事
务官王立志（Alice Wang）深有感触地
说：公益项目贵在坚持，企业的力量毕
竟是有限的，只有结合自身优势，结合
产业和社会各界力量才能得到可持续
发展。

松露被国际美食界誉为“餐桌上
的钻石”，和鱼子酱、鹅肝一起并称为

“世界三大珍肴”。云南省丽江市永胜
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
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当地拥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适
宜松露生长，云南松露与法国松露
DNA近似度达96%，是全球最重要的
优质黑松露产地之一。但是由于当地
农户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一直采用

捣毁式的采摘方式，导致黑松露生长
环境的破坏日趋加大，产量不断下降，
农户的收益得不到持续保障。

针对松露产业实际发展困境，
百胜中国必胜客联合当地政府，邀
请农科专家，投入资金和资源对当
地农户进行线上线下多角度长期指
导培训，帮助其转变采挖观念，掌握
科学采挖技术，并加强其供应链管
理的技能，以实现云南黑松露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必胜客积极研发松露系列
新品，帮助当地企业完善资质和采购
规范，完成对云南松露的批量采购，不
仅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更有意义的
是将云南松露史无前例地引入百胜中
国供应链。采用云南优质松露的必胜
客松露比萨系列产品已于4月在全国
超过2200家必胜客餐厅正式上市，广
受消费者喜爱。

下一步，必胜客还将计划利用百
胜中国旗下包括必胜客品牌在内的拥
有上亿级活跃用户的超级APP，充分
利用线上资源为符合质量标准的云南
特色农产品，提供稳定持续的电商销
售平台。

未来，百胜中国必胜客“扶业计
划”将会在云南以及全国其他有条件
的地区逐步开展，覆盖更多农产品产
业，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绿色发展、
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真正体现产
业扶贫从输血扶贫转向造血扶贫，更
好的推广多维度、可持续产业精准扶
贫模式在全国的开展实施。

成都商报记者 周婷婷

“必胜客扶业计划”正式启动 百胜中国开拓精准扶贫新模式

本周五是“5·18国际博物馆
日”，本周六又正巧是“5·19国际
旅游日”，四川境内一大拨景区免
费或半价耍。快来选个地方享受
这福利吧。

◆达古冰山

原价：60元/人
免费开放日：5月19日

◆海螺沟

原价：90元/人，观光车70元/人，
索道往返150元/人
免费开放日：5月19日，门票免费
（但需支付10元/人的门票成本费
和保险费）

◆康定木格措

原价：105元/人，观光车90元/人
免费开放日：5月19日，门票免费
（但需转发景区官方微博置顶的
“转发送门票”微博，当天凭微博
转发记录免门票）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原价：80元/人，100元/年卡
免费开放日：5月18日、6月9日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原价：60元/人，100元/年卡
免费开放日：5月18日、6月9日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原价：60元/人，100元/年卡
免费开放日：5月18日、6月9日

◆成都永陵博物馆

原价：文物区20元/人
免费开放日：5月18日、6月9日

◆望江楼公园（文物区）

原价：20元/人
免费开放日：5月18日

◆刘氏庄园博物馆

原价：40元/人
免费开放日：5月18日

◆新都桂湖

原价：20元/人
免费开放日：5月18日

◆崇州罨画池博物馆

原价：8元/人
免费开放日：5月18日、5月19日

◆温江寿安陈家大院

原价：10元/人
免费开放日：5月18日

◆南充4A级及以下国有收费景区

免费开放日：5月19日

◆四姑娘山

原价：双桥沟80元/人、观光车70
元/人，长坪沟70元/人、观光车20
元/人，海子沟60元/人，户外门票
150元/人，马匹指导价320元/匹
半价开放日：5月19日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原价：80元/人
半价开放日：5月18日-19日

◆阆中古城

原价：120元/人
半价开放日：5月19日

（更多信息详见明日成都出
发微信）

成都商报记者 常薇

百胜中国必胜客扶业计划正式启动

百胜中国首席公共事务官王立志
现场接受媒体采访阐述活动意义

55月月1515日日，，中国最大的餐中国最大的餐
饮企业之一饮企业之一，，百胜中国控股有百胜中国控股有
限公司限公司（（以下简称以下简称““百胜中百胜中
国国”）”）宣布推出宣布推出““必胜客扶业必胜客扶业
计划计划”，”，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
发掘国内优质绿色农产品发发掘国内优质绿色农产品发
展潜力展潜力，，探索构建企业参与贫探索构建企业参与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新模式困地区脱贫攻坚新模式。。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
发办公室副主任杨根全发办公室副主任杨根全、、云南云南
省商务厅副巡视员张红霞省商务厅副巡视员张红霞、、丽丽
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斌与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斌与
百胜中国首席公共事务官王百胜中国首席公共事务官王
立志立志、、必胜客品牌总经理蒯俊必胜客品牌总经理蒯俊
在云南昆明共同启动在云南昆明共同启动““百胜中百胜中
国必胜客扶业计划国必胜客扶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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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穿漂
亮的裙子、在音乐节上狂欢、找个清静
之地度假、喝炫酷的饮品、带孩子探索
世界，啃着鸡爪子看世界杯……夏天
如同人生中的青春期，色彩缤纷、活力
四射、魅力无穷，为什么不让自己全身
心投入美好的夏天呢？今日起，2018
成都商报“清凉一夏”避暑节开启，以
“吃喝玩乐 清凉一夏”为主题，包括古
镇游、寻找野·趣民宿、乐园狂欢、无敌
霸王餐、伴游食品、亲子靓餐等6大版
块，全方位为你提供夏天去哪儿耍、怎
么耍、怎么边吃边耍等人生重要事宜
的解决方案。

本活动还集纳了超多景区门票、
民宿房券、各色餐饮等福利，积极参与
到活动中来，就有机会以超低价甚至1
分钱购得哦！来吧，跟着成都商报清凉
一夏，让我们一起把整个夏天过成节！

夏天的燥热总驱使人们寻找清
凉，而古镇，似乎有着传送门的功效，
可以将你送到静静的慢时光中。青石
板铺的小道、蜿蜒的瓦房、喝茶玩长牌
的老人，还有在人们脚边打盹儿的猫
猫……夏天的古镇是最迷人的，萧条
感荡然无存，相反你会发现翠绿的小
草吐露生机、阳光透过树叶落下斑驳、
孩子们在秋千上摇荡。

配合2018成都商报“清凉一夏”避
暑节，成都商报旗下旅游微信号“成都
出发”就已着手为大家整理推荐适合度
假慢游的古镇，比如被称为“千里岷江
第一镇”的江口、以船形街著称的罗城、
四街一巷呈“正”字布局的仙市、有“川
黔走廊”之称的尧坝等等。这个夏天，我
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那些宁静闲适的
古镇，发掘更多度假好去处。你要做的
就是：关注成都出发，选个古镇，携一家
老小，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慢时光。

“寻找成都及周边最野·趣民宿”，
这是2018成都商报“清凉一夏”避暑节
另一大特色版块活动。成都民宿数量，
从2015年的800套，猛增到2017年的
10000套，短短两年增长了约10倍；据
途家、爱彼迎、小猪短租等多个民宿预
订平台显示，国内追热民宿目的地，成
都排第一。成都人自己住民宿，也许更
喜欢找周边那种依山傍水、以“野”为
特色的民宿；而外地人到成都来旅游，
更偏向于市区内交通便利、装修有特
色有“趣”的民宿。因此我们的活动将
从这两个维度展开。

目前我们已发布了有关成都民宿
的一系列调查报道，包括《订房量全国
第一！大家都想问：在成都开家民宿，到
底赚钱不？》《民宿“遍地开花”，这可能
是你最近看过的最想点赞的吐槽……》

《住民宿的尴尬：我想融入当地人，但当
地人似乎不太欢迎我》等。本周起，我们
将分片区为大家推荐一批受欢迎的精
品民宿，并通过隐去民宿名称的方式面
向广大读者和用户公开盲选，最终评选
出“成都市区及周边最野·趣民宿”十
强，参与评选投票的读者和用户将有机
会，以0.01元购得相关民宿房券。

清凉福利1：50 张价值 150 元/
张的国色天乡水上乐园门票
清凉福利2：3桌价值400元/桌
的八拾壹天酸菜鸡套餐券
清凉福利3：2桌价值340元/桌
的码头故事火锅套餐券
清凉福利4：20 张价值 199 元/
张的书香门第海鲜自助餐券
清凉福利5：20套价值95元/套
的德克士餐厅亲子套餐券
清凉福利6：10 份价值 108 元/
袋的小甘妈自贡冷吃兔
（以上每份福利皆以0.01元开抢）

2018成都商报“清凉一夏”避暑节开启 来吧，

1
选个古镇

和家人清凉乐享慢时光

2
最野·趣民宿

投票得“1分钱入住”名额

2018成都商报“清凉一夏”避暑
节将联手成都各大主题乐园，送出清
凉。首个送出的乐园福利是由国色天
乡水上乐园提供的50张每张价值150
元的门票。来到水上乐园狂欢，和孩
子一起尽兴清凉。30米滑道18.5米喇
叭形设备，如同留声机般置身音乐的
世界，蒙太奇大漩涡让人在乐曲中体

验跌宕起伏世界；尖叫喷射器感受机
械般速度与激情；国内首个炫酷组合
滑道现身乐园，螺旋、垂直、转弯；狂
欢造浪池1.2万平方米巨大水面，万
人的盛情狂欢、3米高的巨浪带人进
入水的世界。

在这里，还可以和爸爸妈妈拿起
水枪、水桶一起进入快乐童真的水世
界，来一场爱丽丝梦游仙境奇遇吧。
还可以去亚洲最长的漂流河——乐
乐航道。来吧，50张价值150元/张的
国色天乡水上乐园门票（有效期到
2018年6月30日）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0.01元就可抢得。

四川人的味蕾里面怎么能够少
了麻辣鲜香的火锅？不管天气有多
热，工作有多忙，都不忘了在空闲时
间和朋友来一顿美味的火锅，在任何
时候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情景是四
川人乐观精神的表现。作为2018成都
商报“清凉一夏”避暑节的重头戏，我
们为大家奉上了超值霸王餐，关注火
锅baba，你就有机会以极低的价格甚
至0.01元获得超值霸王餐。

首批霸王餐来自吴铭餐饮集团
旗下的八拾壹天酸菜鸡和码头故事
的8人火锅套餐，八拾壹天酸菜鸡精
选纯天然放养跑山鸡，活鸡点杀，加
上独门秘方秘制的老坛酸菜，使得酸
菜鸡吃起来格外有劲。3桌价值400
元/桌的八拾壹天酸菜鸡等你来抢。

以火锅手艺人身份自称的码头故
事火锅创始人张伟先生，将百年前码
头火锅的粗犷火辣融于一锅麻辣鲜
香、口感醇厚的汤底之中，同时汲取川
西民居的建筑风貌与长江上游的码头
文化，让你在码头故事吃火锅便可深
深感受一盘那一年码头的故事。2桌价
值340元的8人套餐已为你备好。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老人和小
孩。位于市区人民东路6号的书香门
第餐饮，首批提供20份价值199元/张
书香门第海鲜美食节美食券已经到
位，今日就将以0.01元开抢，期待你
的参与。获得该海鲜美食节券即可

来到书香门第品尝豪华海鲜自助：
波士顿龙虾、澳洲龙虾仔、帝王蟹、
兰花蟹、东星斑、苏梅鱼等五十多种
海鲜，可同时满足阅读和用餐的需
求，动静相宜。

脆皮炸鸡专家德克士餐厅也是
许多家庭选择聚餐的场所。20套亲
子套餐[包含超级鸡腿堡、照烧鸡腿
饭、脆皮炸鸡、咔滋薯霸（中）、鲜萃
柠檬饮（超大）、百事可乐（中）、北海
道雪布蕾、圣代]等你来抢。

很多人出门游玩都会准备
伴游食品。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两类零食非常受欢迎：一是有饱
腹效果的零食，比如坚果、巧克
力、牛肉干等这些零食，可以快
速补充体力，另一类就是极具地
方特色的麻辣零食，比如自贡冷
吃兔、麻辣鸡翅、凤爪等。

一大拨伴游食品在赶来的
路上，首批伴游食品福利是来自
小甘妈的10份价值108元/袋的
自贡冷吃兔，0.01元就开抢！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王荣 周婷婷

4
超值霸王餐

最低1分钱秒杀到手

5
家庭亲子靓餐

老少皆宜 1分钱开抢

3
水上乐园狂欢

和孩子一起尽兴清凉

6
伴游好礼

首批送出自贡冷吃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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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古镇 摄影 何筝

国色天乡水上乐园

书香门第

青城山半山归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