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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 第
19219期开奖结果：382，直选：
800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6：12750 注 ，每 注 奖 金 173 元 。
（16220631.07 元 奖 金 滚 入 下 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 第
19219期开奖结果：38202，一
等 奖 36 注 ，每 注奖金10万元。
（296231850.94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94期全国
销售268760225元。开奖号码：
01 12 14 26 27 07+09，一等
奖1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
0 注 。二 等 奖 57 注 ，单 注 奖 金
786871元，追加23注，单注奖金
629496元。三等奖124注，单注奖
金10000元。3605111819.48元滚
入下期奖池。(本期开奖前奖池
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
金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
中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0月
14日)

体彩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19094期全国开奖结果：02
05 07 09 14 15 20，特别号
码：1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9219期开奖结
果：475。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福彩

兑彩票

献礼
“中国医师节”

北京三甲医院呼吸科
知名医师莅临成都为哮喘、
肺气肿、慢阻肺患者会诊

在我国以哮喘、慢阻肺为代表
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发病及防治形
势都异常严峻。中国成人肺部健康
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慢阻肺患者近1
亿，哮喘患者达4570万人。而据世界
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癌症、
糖尿病并称四大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这四种疾病的死亡人数约占全
球总死亡人数的79%。2019年7月，国
务院公布的《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的意见》，提出开展15个重大专项
行动，针对预防慢阻肺、哮喘的“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正是专
项行动之一。

北京一号难求的大咖医生
来免费看诊了！

8月19日是第二个中国医师节，
主题是“弘扬崇高精神，聚力健康中
国”。为共同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
围，同时践行“健康中国行动”、预防
慢阻肺、哮喘“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
治行动”，由全科医学协作平台及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国际呼吸病联合诊
疗中心发起的献礼“中国医师节”医
患同呼吸·共筑健康梦呼吸科知名
医师会诊活动将于8月16-19日在成
都举办。来自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
呼吸科主任医师、《健康之路》《中华
医药》特邀医学嘉宾张纾难教授将
为川内哮喘、慢阻肺、肺气肿、间质
性肺疾病等呼吸病患者提供会诊和
咨 询 服 务 。拨 打 本 报 电 话
028-69982575可预约挂号，提前预约
免专家会诊费。

迷局迷局AA 为何停产地方名片“东坡肘子”？

在刘明权看来，地方名菜
要走出去，首先需要具备以下
四个基本条件：产品标准、显著
特色、原材料（食材）保障和有
方便的物流链。他认为，一个良
好的地方菜运行体系，它应该
是集原材料基地建设+产品研
发+商业布局推广+线上（网
络）线下（实体店）销售为一体
的餐饮企业。

“地方名菜的研发者、经营
者要整合资源，抱团发展，不能
各自为政。”刘明权说，此外，地
方名菜要走出去，还需要政府主
管部门的宏观指导和协调，离不
开政府的倡导、指导和引导，充
分发挥行业协（商）会的作用，以
政策或措施来支持地方菜走出
去，而不是流于形式。

“大家都知道沙县小吃非常
出名，在很多城市都有。为什么
沙县小吃这么出名？有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政府重视。据称，在沙

县，专门有一个沙县小吃办公
室，倡导、指导、引导沙县小吃的
发展。”刘明权说。

刘明权以自贡的牛佛烘肘
为例，牛佛烘肘是一个可以共有
的地方品牌，但是此前因为市场
拓展、产品创新、
企业融合等多方
面的原因，一直没
有很好地利用起
来，没有发展起来。
不过，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当地一些
烘肘企业通过自
主创新，融入新理
念、新味道，不断地
提升了品牌竞争
力和市场份额，做
得非常不错。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蒋
麟 杨灵 袁伟 摄
影报道

惠通与“涪陵”重
组，即便“走上了高速
发展”的时期，东坡肘
子的市场却并未迎来
转机。

2019年初正式宣告停产
后，四川最大的东坡肘子生产
企业——惠通食业走出“大肉”
东坡肘子的市场困局，依靠“东
坡泡菜”市场却反而越走越宽

一道非遗名菜“安
乐死”换来企业“财务
重生”，该不该？东坡肘
子不做肘子做泡菜，地
方名菜如何走出地方？

2019年，做了30年东坡肘子的四川省惠通食
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通食业），作出了选
择，专注泡菜，不再生产东坡肘子罐头（以下简称东
坡肘子）。四川的好吃嘴们可能要因此伤心，但营销
专家却表示：这是典型的“丢了芝麻捡西瓜。”

2018年，惠通食业的东坡肘子卖了300多
万元，相较于公司2亿元左右的营业收入，其营
收份额和利润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多位工作
人员表示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连靠东坡肘子
起家，惠通食业的创始人曹绍明也“很看得开”，
他说现在人们生活习惯改变了，东坡肘子卖不
好是正常的。

据业内人士介绍，直到2019年初正式宣
告停产，惠通食业依然是眉山乃至四川最大的
东坡肘子生产企业。但惠通食业负责人表示，
相对于“大肉”东坡肘子的市场困局，惠通现在
依靠着“东坡泡菜”市场却是越走越宽……

停产东坡肘子
改卖东坡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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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芝麻捡西瓜

在眉山，听说惠通食业不再
生产东坡肘子，多少还是让人有
些遗憾。东坡肘子，这份极具地方
特色的川中名菜，一直以来被当
成四川眉山的一张名片。2015年，
惠通食业以1.3亿元被上市公司
涪陵榨菜纳入旗下。当年惠通食
业也曾憧憬，利用涪陵榨菜的销
售渠道，把东坡肘子卖到更远的
地方。

“东坡肘子”相传由大文豪苏
东坡所创，2014年，国家质检总局
正式批准“东坡肘子”为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惠通食业东坡肘
子制作技艺也于2014年被列为四
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惠通食业副总经理杨肃清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当
时惠通食业的产品系列较多，主
要生产各类泡菜、调味调料及东
坡肘子为代表的肉类罐头，虽然
当时东坡肘子名声在外，但销售
额远不及泡菜。

“因为东坡肘子的市场基本
上在川内，而泡菜的市场海内外
都有。”2015年惠通食业与涪陵榨
菜资产重组之际，眉山市东坡区
泡菜产业局相关负责人看好这个
双赢的局面，“惠通食业系列产品
可以与涪陵榨菜现有产品系列、
销售渠道形成互补关系。”

杨肃清介绍，惠通与“涪陵”

重组后，企业通过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融合发展，并有效利用涪陵
榨菜的销售渠道，进入快速发展
期。“借助资本市场，企业的资金
也较为充裕，可以说精力都放在
了产品的精益化生产上。”

几年过去，惠通食业整体“走
上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东坡肘子
的市场却并未迎来转机。2019年
初，集团公司在依据数据分析和
长远发展的考虑后，决定停止生
产东坡肘子。从1989年创立以来，
惠通食业已经生产了30年的东坡
肘子。业内人士介绍，直到停产
前，惠通食业依然是眉山乃至四
川最大的东坡肘子生产企业。

困局困局BB 作为罐头产品，一年最多卖五六百万

虽然坚持生产了30年，但东坡
肘子并未借力涪陵榨菜的销售渠
道突围销售困局。曹绍明告诉记
者，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东坡肘子这
道菜，到了眉山，也一定要点一份
来尝一尝，但作为罐头食品，“最好
的时期，一年也不过卖五六百万。”

曹绍明认为罐头食品已经过
时了，“有运输条件便利的因素，
也有现在人们更愿意选择鲜肉因
素。”杨肃清也持这样的观点。她
说虽然工厂生产的东坡肘子从卫
生到营养，都符合标准要求，但人
们的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

“再加上现代人大鱼大肉吃得多
了，东坡肘子这样的大肉，就很难
有吸引力。”杨肃清说，因此，公司
目前专注于泡菜、榨菜，力争成为

行业的佼佼者。
2018年，惠通食业的东坡肘

子营收300多万元，与公司2亿元
的整体营收相比较，其营收份额
和利润贡献被工作人员评估为

“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因为销
售额和生产工艺的特殊性，东坡
肘子的效益远不及泡菜和榨菜。

“应该有地方菜品的局限性。”
杨肃清说，在与涪陵榨菜资产重组
后，依靠涪陵榨菜的销售渠道，公
司一度认为东坡肘子可以走出困
局，但几年过来，远方市场还是没
有认同这份川中名菜。如今，惠通
食业入驻眉山泡菜城，一期投资
2.5亿元，占地160亩，主产泡菜系
列产品20多个。目前，公司投资
3.6亿元，正在建设二期泡菜生产

线，以期发挥泡菜的品牌优势，在
开味菜领域继续做大做强。

大胆“瘦身”，精简低销量低附
加值产品，保留具有较高销量较高
毛利产品，这几乎所有企业的不二
选择，惠通停产东坡肘子，进军东
坡泡菜并非无水之源。2018年，东
坡泡菜产业实现年销售泡菜180亿
元，市场份额占全国三分之一、四
川省半壁河山，实现了“由初级加
工向精深加工、由传统加工工艺向
先进技术、由小批量分散加工向企
业规模生产”的三大跨越，形成了

“天下泡菜看四川，四川泡菜看眉
山，眉山泡菜在东坡”的格局。

基于此，惠通公司从企业长
远发展考虑，东坡肘子已经不在
整体规划范围之内了。

破局破局CC 聚焦战略核心品类，惠通做出正确决定

“泡菜系列产品具有非常强
的可扩展性，可进一步丰富产品
品类，同时借助惠通食业已形成
的品牌认知度，进一步提高产品
竞争力、扩大产品市场份额，积极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杨肃清
说，目前惠通食业还保留着东坡
肘子的商标，生产线也暂时闲置，
未来有机会，说不定也会生产。

出自眉山，有着一代大文豪
“苏东坡”为其代言，但东坡肘子
为什么没能“走得更远”？经济学
博士、著名营销与品牌运营专家
祝启明分析，苏东坡虽然闻名天
下，但东坡肘子的消费却具有极
强的地域性。而地域产品在成为
全国公众品牌前，离开了地方，便

什么都不是。即便在苏东坡的老
家四川眉山，东坡肘子更多的也
是出现在宴席上，家庭的日常消
费量也非常小。惠通生产东坡肘
子30年，销量一直在300-600万元
之间，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祝启明认为，惠通放弃销量
极低的东坡肘子，聚焦战略核心
品类，是“丢芝麻捡西瓜”的正确
决定。在和涪陵榨菜整合后，惠
通成为了涪陵榨菜最重要的调
味泡菜生产基地，面对吉香居、
味聚特和川南品牌等突出的销
售成绩，惠通作出战略调整，有
利于涪陵榨菜进一步强化在调味
泡菜的竞争力。

但对于东坡肘子的未来，祝

启明却保持乐观，“惠通不生产东
坡肘子，不代表其他企业不生
产。”他认为，预制东坡肘子，未来
还会有较大市场。东坡肘子特色
鲜明，历经数百年的市场检验，毋
庸置疑肯定是一个好产品，在国
内也有较高的知名度，然而在许
多餐厅，消费者在菜谱上却基本
看不到这一产品。

祝启明说，东坡肘子一直深
受老百姓喜爱，但由于其“调煮、
油炸、配汤”时间长达5-6小时，
加工效率低，许多餐厅推广东坡
肘子的积极性并不高。预制的东
坡肘子，正是解决了餐饮行业不
愿加工的难题，只要企业渠道选
择正确，并不是没有市场。

地方名菜
如何走出“地方”？
专家：要借势坚守和传播

彭子渝曾任川菜题材的电视
剧《林师傅在首尔》厨艺顾问，在
他看来，地方名菜能不能走出去，
关键词有三个：知晓、认可、接受。
彭子渝说，现在有些地方名菜作
为商品来说，做得不是特别的好，
这可能和品种自身没有多大关
系，可能和营销手段等有关系。

“为什么东坡肘子有人觉得
很油腻，而浙江的东坡肉就推广
得比较好？为什么惠通的东坡肘
子罐头销量较低，而眉州东坡的
东坡肘子菜品就卖得非常不
错？”彭子渝说，现在一个食品行
业，食品企业做得好与不好，很
大程度上要靠营销，这需要资金
投入和资本的支撑。

彭子渝还以眉山市洪雅县
“幺麻子”藤椒油举例：这个企业
花了不少钱在营销上，他的营销
不止是广告，他还请了全国各地

的厨师到他那去参观等，以增加
厨师对藤椒油的认可度。

而对于一些没有规模化生
产的地方菜品没有走出去的原
因，彭子渝则表示，一个品种走
得好与不好，原因很多，除了营
销、食材本身，还要考虑走出去
的地域适应性等因素。

彭子渝以自身参加过的自
贡一家饭店在成都开店的经历
来举例，他说，因为符合自贡人
对味道的极致追求，这家饭店在
自贡当地很有名，但是到了成都
后，他的生意就不太好。“成都人
（味觉）是比较温婉的，对菜品的
刺激度的追求不如自贡人。在成
都可能就是一批年轻人寻求刺
激可能会去，很多中老年人去了
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去了，因为他
的味道太辣了，受不了。”彭子渝
表示。

■■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大师、、川菜大师彭子渝川菜大师彭子渝：：
地方名菜要走出去 要被知晓、认可和接受

■■成都美食文化交流与创新中心负责人张蛟成都美食文化交流与创新中心负责人张蛟：：
要借势 更要打造支撑走出去的团队

8月14日，在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成都
美食文化交流与创新中心负责
人张蛟表示，地方名菜走不出地
方这个现象并不是个案，姑且不
说东坡肘子等罐头食品这一类
已经不是趋势，有许多地方食
品、名菜等，都越做越小，最后小
到就变成非遗了。

张蛟说，东坡肘子已经不
是一道菜了，它更多的是一个
文化符号。像东坡肘子一样的
具有文化、历史因素的名菜在
全省、全国都不少，地方的东西
不走出去，就很难在更大范围
内具有影响力。在张蛟看来，地
方名菜要走出去，首先要借势，
要借助城市营销和中华文化海
外传播的一个大趋势。参考借
鉴成都的做法，地方政府该伸
手时要伸手，将地方名菜纳入

城市营销中来。
不过，张蛟认为，地方政府

的助力只是地方名菜走出去的
动能之一，更重要的还得靠企业
本身，也就是，所谓的人。“有些
地方名菜在坚守、传承方面的投
入不够，一味强调创新，导致在
味、形等方面都有所走样，即便
一时顾客认可度高，但很难经得
起时间的检验，所谓的网红餐饮
死得快。”张蛟说，“还有一些坚
守下来的老品牌，为什么在海外
的拓展却相对缓慢？它是味道和
历史的复合体，亲身品尝了的人
大部分都还是认为不错的。但究
其原因，还是企业或者地方名菜
持有者没有能走出去的团队，缺
乏和国际接轨的营销思路和营
销手段。离开坚守和传播，菜品
创新、品牌更迭、文化传承等也
就无从说起了。”

■■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大师、、川菜烹饪大师刘明权川菜烹饪大师刘明权：：
要有产品标准、显著特色、原材料保障和物流链

专家会客厅
实际上，不止是东坡肘子罐头，在国内，有许多地方名

菜在当地可能小有名气，甚至还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序
列，但有许多名菜走不出地方、甚至离开原产地就得不到
认可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很多老字号、名小吃，在海外连
一家连锁都没有。

除了受限于食材本身等原因外，一些地方名菜应该如
何走出“地方”？8月14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采访多位中
国烹饪大师、营销专家、美食协会相关人员，他们分别就地
方名菜如何走出去纷纷给出自己的意见。

！！

一次尝试 一种反差 一场激辩

惠通公司内的东坡肘子展品

东坡肘子（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