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韩晓磊  美编 ：朱振涛  校对 ：李斌
本市新闻3版

福建沙县将几
块钱的小吃，做成一
个 年 销 售 额 超 500
亿元的大产业。沙县
小吃不仅创造了较
好的经济收益，更给
全国各地的小吃产
业树立了标杆。笔者
认为，宝鸡小吃要想
走得更远，除了要学
习沙县小吃的产业
发展模式外，更要在
观念、口味等方面进
行变革，用创新的思
维、创新的产品适应
现代市场。     

观念创新是第
一位的。小吃蕴含大
市场不言而喻。广西
柳州，一个老牌工业
城市，因螺蛳粉成功
出圈，宝鸡小吃要有
大发展，就需要各方
面对小吃重新认识、
合力助推。国内的消
费 市 场 潜 力 巨 大，
我们只要抓住机会
深耕产业，定会有所
收获。在当下电商流
量时代，作为传统小
吃，必须打破原有发展模式，积极
与新业态结合，创造出更多的网络
新玩法。我们的小吃无论是臊子面
还是擀面皮，业态比较单一，虽然
好吃但不引流。外地就有人创新出
了面皮卷菜，颠覆了我们的面皮必
须调着吃的传统模式，而且方便携
带，迎合了大城市“上班族”快节奏
的生活需求。

另外，小吃因为地域性强，要
走出去，必须要创新、融合当地市
场。就拿臊子面来说，很多地方不
喜酸辣油腻，要想进军外地，就要
对来自本土又酸又辣的口味进行
调整、融合创新。擀面皮也面临同
样的情况。可喜的是，我市已经有
擀面皮企业在料包的生产上进行
了创新，他们在原有配料的基础
上，根据不同地域创新出甜味、麻
酱味等 ；还有的企业将以前一袋
辣包分为两包，将辣子和油分开，
根据个人口味不同选择添加，这样
更能做到因人而异。此外，我市还
有企业正在研制一种可以在火锅
里涮的面皮，是为国内一知名火锅
连锁机构定制的产品……凡此种
种创新，都将推动宝鸡小吃做大做
强，走得更远！

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省考察时勉励沙县小

吃 ：让小吃产业继续引领风骚。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番话，提振

了全国各地小吃产业发展的信心。这些年，以擀面皮和臊子

面为代表的宝鸡小吃一直在努力发展壮大，请看 ——

“两碗面”带头闯市场
说起宝鸡小吃，人们第一个想

到的就是擀面皮。在宝鸡随处可见

面皮店，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栏内

键入“宝鸡小吃”，出现的畅销单品，

擀面皮是当之无愧的榜首。而早在

十年前，擀面皮就已跻身“中华名小

吃”之列，这几年发展更为迅猛，据

相关数据统计，去年我市擀面皮全

产业链产值已达到 50 亿元。

其实，除了擀面皮，宝鸡小吃

“家族”还有很多“成员”：臊子面、鹿

糕馍、锅盔、核桃饼、豆花泡馍、血条

面、醋粉、马蹄酥、搅团……随便数

一数不下几十种。这些小吃不仅做

工考究、口味独特，而且每一样美食

背后都有一段神奇的故事或美丽的

传说。

小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饮食文

化、风俗特色，挑动味蕾的家乡美食

更是让身在他乡的游子魂牵梦绕。

而在我市，主打宝鸡小吃的令氏家

外家、原来宝鸡、艳阳天等餐饮企

业，更成为外地游客认识宝鸡、了解

宝鸡的必到之地。

小吃有大市场。放眼全国，除

了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沙县小吃

外，还有兰州拉面、柳州螺蛳粉、新

疆大盘鸡、武汉热干面、重庆小面、

宜宾燃面等，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

美食小吃都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产业链。

近年来，我市也一直深挖宝鸡

小吃的潜力，大力发展以擀面皮和

岐山臊子面为主的美食产业。早在

2008 年，岐山臊子面制作技艺就被

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2011 年“岐山臊子面”获批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擀面皮被评为“中

华名小吃”；2014 年，岐山县出台

了《关于推进岐山臊子面品牌化产

业化市场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并成

立专班推动全产业发展 ；2019 年，

我市获得“国际（丝路）美食之都”

称号，成为西北五省区第二座拥有

“国际”头衔认证的美食之城（2017

年，西安荣获“国际美食之都”称

号），同年，西府搅团、宝鸡擀面皮、

宝鸡醋粉、扶风臊子面、豆花泡馍、

核桃油旋、马蹄酥等 13 种地方特色

小吃的制作标准出台 ；2020 年，我

市印发了《深化建设国际（丝路）美

食之都的实施意见》和《宝鸡擀面皮

品牌建设实施方案》，同年，宝鸡擀

面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宣传语正

式发布。

如今，岐山臊子面文化产业园

一、二期已建成，即食型、料理型岐

山臊子面也已面世，搭乘“网络快

车”销往北京、广东、云南等地。截至

目前，我市擀面皮经营户已达 4000

多家，其中SC 认证企业 19 家，产

品漂洋过海卖到美国、日本、加拿大

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 2020

年，宝鸡擀面皮网上销量大增，一些

知名网红纷纷倾情倾力为宝鸡擀面

皮摇旗呐喊，让宝鸡小吃火遍网络。

擀面皮的走红也带火了宝鸡其他特

色小吃，来自我市几家电子商务公

司的销售统计显示，各大电商平台

的豆花泡馍、锅盔、挂面等销量都在

当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规模化成了“大瓶颈”
宝鸡小吃在拓展市场的过程

中虽然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绩，

但对比沙县小吃、兰州拉面等，目

前还只是停留在区域发展阶段，

没有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研究发

现，规模化是制约其发展壮大的

主要瓶颈。

规模化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就

宝鸡小吃而言，目前大多还停留在

作坊阶段，实现机械化、工厂化生

产的品种并不多。来自市工信局的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只有为数不多

的几家生产调味品的企业产值达

到了 2000 万元。没有规模化生产，

就无法解决小吃全产业的供应链

问题。

近年来，岐山百年美阳民俗食

品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民俗小吃的

推广，其线上线下经营的各种宝鸡

小吃有三四十种。但是，企业达到工

业化生产的产品却只有臊子肉、油

泼辣子、臊子面汤料、擀面皮和油酥

锅盔这 5 种。该公司副总经理杨新

辉告诉记者，小吃目前的市场销量

非常好，今年春节前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的小吃全网卖断货，供应跟不

上，我们现在正在扩大规模、加大产

量，想方设法突破“瓶颈”、满足市

场需求。

解决标准化的问题也是促进

产业发展的关键。没有统一的生产

标准，食品工业就无从谈起，产品

质量也无法保障。宝鸡小吃品种众

多，很多做法都是师带徒手把手教

出来的，要实现规模化生产，必须

要有规范的生产标准。但是，截至

目前，我市只有 13 种小吃具备地

方生产标准，小吃产业要做大，相

关的生产标准、食品检测标准等必

须跟进。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很多老宝

鸡人特别是一些餐饮企业经营者，

都很难梳理清楚宝鸡小吃数量具体

有多少种。因此，就需要相关部门进

一步挖掘宝鸡小吃历史，设立宝鸡

小吃名录。

产业化发展开新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意见》中也指出，要“支持

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前段时间，我市也专门出台了《关于

加快食品工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

出要加快推动主食（烘焙）、酒类、畜

禽类、果蔬饮品和特色民俗食品加

工业加快发展，打造千亿级优质高

端食品产业集群。这些都为宝鸡小

吃创新发展、实现产业化注入了强

劲动力。

食品产业是我市四大优势产业

集群之一，目前，全市规模以上食品

工业企业有 95 户，形成了以烟酒、

乳制品、面粉、软饮料、肉类加工、方

便食品、调味品等为主导的产业格

局。去年，食品产业实现总产值 510

亿元。虽然在全市食品工业的“大盘

子”里，特色民俗食品的占比较小，

但它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发

展劲头迎头赶上。

最近，位于蟠龙高新区的宝鸡

特色食品（面皮）产业园正在如火如

荼地建设当中，这是我市第一个专

门生产特色食品的工业园区。产业

园由七大板块组成，分别是宝鸡擀

面皮加工区、宝鸡特色食品加工区、

电商孵化中心、物流配送中心、食品

检测中心、技术研发培训中心、宝鸡

擀面皮文化传播中心。园区建成后

将全力打造宝鸡擀面皮产业工业

化、标准化示范基地，有效弥补宝鸡

擀面皮产业链配套短板，也必将带

动臊子面、锅盔等宝鸡特色小吃的

发展壮大。此外，我市的面皮产业学

院也在加紧筹备中，学院的成立将

极大提升擀面皮生产工艺，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

“走出去”是宝鸡小吃发展的最

终目的。今年，我市将继续贯彻《宝

鸡擀面皮品牌建设实施方案》和《深

化建设国际（丝路）美食之都的实施

意见》，大力推进“千城万店”建设。

同时，继续在国内一线城市设立宝

鸡特产展示专卖店，带动宝鸡特产

和小吃在外地的销售。

本报讯 日前，市民政局向 80 名流浪乞讨工

作社会监督员颁发了聘书，此举标志着我市已全

面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特邀监督员

制度。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救助管理工作，切实维护

和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益，市民政局特意从

我市各行各业聘请了80名社会监督员，这些监督员

将采取社会调研、明察暗访、听取汇报、专项检查、搜

集民意等形式，对涉及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

的15个政府相关部门，11个市、县救助管理机构，

12个托养机构及14个定点医院履职尽责情况进行

检查，重点对落实政策法规、开展街面巡查、寻亲服

务、站内照料、落户安置等情况以及救助事务公开、

党务公开、财务公开等情况进行监督，依据事实及时

提出改进意见和问责建议。监督员张哲说：“很荣幸

能担任市救助工作监督员，我将热心公益事业，扩大

社会接触面，认真履职尽责，为文明宝鸡助力。”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救助管理工作坚持“以

人为本、为民解困”的宗旨，遵循“自愿求助，无偿

救助”和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年均救助乞讨人员

7500余人次，发放衣物、日常生活用品万余件，帮助

300余人寻亲成功，使其回归家庭。     （宋文君）

本 报 讯 “我和家里人找母

亲二十多年了，跑了好多个省，以

为她都不在人世了，现在突然找

到了，我太激动了，多亏了警察同

志，让我和母亲得以团圆。”近日，

西安市周至县楼观镇人吴春玲

紧握住扶风县绛帐派出所民警的

手，流下激动的泪水。

前不久，扶风县绛帐派出所在

“大排查、大整治、大检查”工作中，

发现有一男一女两名流浪人员，住

在渭河扶风绛帐段南岸一片树林

里的废弃房子中。民警上前询问，

发现这两人年龄较大且有语言障

碍，两人表述不清自己的身份，也

无任何通信工具和家人联系方式，

这给身份辨别核实带来极大困难。

之后，民警通过大量走访、摸排，并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最终确定其中

一名女性为熊某，今年已经 71 岁

了，是西安市周至县楼观镇人，当

年她因为与娘家人产生矛盾，负气

离家出走；另外一名男子为王某，

今年 67 岁，是商洛市商州区人，未

婚且无子女。二人先后来到这片果

园内，分别居住在废弃的房子里，

很快被细心的巡逻民警发现了。

在西安、商洛警方的配合下，

民警最终联系到了两位老人的亲

属。从熊某女儿的口中，民警得知

其与母亲失联已有 20 多年了。王

某的亲属也于近日来到宝鸡，将

王某接回商洛家中。   （宋文君）

宝鸡小吃
撬动大产业

本报记者 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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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游客品尝宝鸡擀面皮

即食臊子面引起了消费者极大的兴趣

监督救助工作    保障“流浪者”权益

我市80名社会监督员上岗
母女失联二十余年
民警相助终得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