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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贵宏 本报记者 何沙洲

近年，伴随中国小康进程的加速推进，消

费者口味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新川菜应运而

生。随着新川菜的发展，食材也在发生变化，

“未来用餐选用高品质食材的普通大众越来

越多。”申唐产业集团董事长唐僧在 3 月 18
日举行的第四届“发现·川味”中国餐饮高峰

论坛及食材展上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这

个行业趋势，将给申唐等品牌企业带来机遇，

也将给市场注入新一轮活力。

18 日，由申唐产业、吉食道食品、翠宏食

品、航佳食品、红灯笼食品、智琪食品 6 家食

品公司共同发起的本届"发现·川味"中国餐饮

高峰论坛及食材展，在第 100 届全国糖酒

会———成都春季糖酒会期间召开，备受广大

国内外参会客商关注，全国知名餐饮品牌

CEO 、餐饮加盟门店企业主上千人参会，以及

全国 40 家餐饮业供应链企业参展，共同探讨

行业发展未来，力争打造出面向全国与全世

界的四川餐饮品牌。如此盛举，无疑为餐饮行

业升级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现·川味”作为餐饮行业发展的风向

标之一，不仅为企业展示健康餐饮食材和最

新产品，同时还为经销商提供一个开放交流、

共谋发展的机会。申唐产业旗下各类产品以

产品安全、健康、特色口感等优势备受关注，

特别是新推出的“九眼桥”品牌，得到广大客

商的追捧，成为“发现·川味”一大亮点。

新餐饮·新趋势·新思维

高峰论坛上，中国餐饮与特许加盟资深

莊专家陈实，哈尔滨市辣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鲁小旭，四川香天下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全，北京冰城利轩铭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利，夸父炸串公司创始人袁

泽陆，申唐产业三藏学院院长、发起人孟中

和，《框架战略》系统开创者、导师龙一君，今

日头条四川分公司营销创意总监袁昌洲，广

州零向三咨询创始人刘浩文等嘉宾到场。

各位嘉宾分别就连锁餐饮的战略思维、

新餐饮特许加盟体系、供应链对新餐饮的重

要性、流量时代餐饮营销新生态、餐饮企业如

何重塑供应链等方面进行深度分享，并与参

会嘉宾共同探讨了如何打造更有价值的餐饮

产业生态圈。

分享会上，从品牌到加盟，从大数据到供

应链，现场干货满满，大家直呼听得不过瘾！

现场嘉宾倾囊相授，就他们眼中的餐饮新趋

势、新未来进行了交流与碰撞，现场火花四

射，脑洞大开。这场充满干货的盛会，必将为

餐饮行业注入巨大的能量，为广大餐饮从业

者提供更大的交流空间。

百家好食材·助力新餐饮

食材展上，参展企业携旗下系列特色产

品，从多方面、多角度展示了公司品牌及产

品，为其品牌传播、意向客户的达成提供了便

捷平台。

作为“发现·川味”发起单位之一的申唐

产业，将旗下新品牌“九眼桥”展示在靓丽的

法拉利车上，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同时，申唐

产业在展位现场煮上了火锅，邀请客商们品

尝。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通过现场品尝，

产品以安全、健康、特色口感等优势获得参展

客商一致好评。

申唐产业集团董事长唐僧现场接受了多

家媒体采访，同大家分享了对新川菜发展、餐

饮客户主义的时代已到来等等的理解和申唐

产业自身的探索实践。

是的，餐饮客户主义的时代已到来，未来

餐饮行业的大品牌会越来越多，品牌与品牌

之间的竞争将上升到消费客户群心智抢占之

争。不忘初心，回归本质，企业只有以客户需

求为中心，跳出同质化的竞争，才能在市场站

稳脚跟。

匠心打造·聚力创新

作为一个为有共同愿景的川味供应链企

业打造的非盈利平台，“发现·川味”餐饮高峰

论坛暨食材展已成功举办 4 届，越来越多的

企业关注并加入其中，大家一起交流合作、共

谋发展。无疑，之后也会有第五届、第六届

……持续带领川味企业在食品产业链中发

声、发展，不断提升行业影响力！

申唐产业、吉食道食品、翠宏食品、航佳

食品、红灯笼食品、智琪食品六家主办单位共

同发起此次活动，表明了对餐饮食材品质的

高度重视，也体现了推广川味美食的决心。

本次餐饮高峰论坛从产品、营销、供应链

等角度全方位的剖析餐饮行业当前的发展现

状和行业前景，成为第 100 届全国糖酒会其

中的一场行业标杆盛宴。

申唐产业携“九眼桥”走进“发现·川味”成亮点

荫“发现·川味”发起单位希望聚力打造四川餐饮品牌

荫申唐产业集团董事长唐僧接受采访

■ 赖于实 本报记者 何沙洲

3 月 17-23 日，成都迎来第 100 届全国糖

酒会的举行。本次春糖展览面积达 20万平方

米，参展企业超 3000 家，规模盛大刷新历史

记录。做足了充分准备的成都伍田食品公司，

提前于 3 月 15 日在人气旺盛和方便接送的

成都火车东站旁龙之梦酒店 4 楼设立 13、14、
15 三个展位，除展示已在线下线上大受欢迎

的牦牛肉酱、伍田黑牛肉、手撕风干肉、方便

小火锅等产品，这次又重点推出冷吃兔丁、冷

吃牛肉、冷吃鸡、冷吃掌中宝等系列香辣美

食，展现伍田不断创新，不断追求产品品质卓

越，在将企业与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

最大化的同时，使企业的核心价值得以提升

和超越，使参会客商看到伍田强劲发展势头，

增强了投资经销的信心。

伍田食品展区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的客

商，记者看到，前来参观、洽谈的客商络绎不绝，

新老客户在认真品鉴、关注产品升级和展间招

商新政策的同时，也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

开展前两天，伍田食品公司总经理范正

海亲自带队到现场迎接客商，与经销商面对

面交流，精准对接。伴随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消费升级已成大趋势，伍田始终顺应

时代发展，坚持“做产品凭良心，让食品经销

商安心赚钱，让食品消费者放心享受”的“三

心”经营管理理念，铸就了让广大消费者“倾

心”的“三心”高品质食品。

范正海说，企业销售可以借助互联网技

术，但它不是企业发展依靠的核心。企业靠什

么竞争，靠特色，靠创新，靠通过挖掘消费者

的潜在需求，通过满足消费者生理和心理的

需要来实现企业、经销商、消费者的多赢。

正是因为每年增加研发投入，用最好的

食材在为消费者创造最有价值的产品，同时

注重更多双蠃的合作模式，实现相互之间的

资源互惠互利，伍田食品在糖酒会上受到各

方关注，每天都有合作意愿的客商前往成都

新津工业园区的伍田公司总部。

■ 杨艺茂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促进民营文化旅游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

意见》，从 10 个方面支持全省民营文化旅游企

业发展。这是记者从 3 月 13 日四川省文化和

旅游厅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的。

《实施意见》明确，通过拓宽投资领域、促

进公平竞争、培育市场主体、支持市场拓展、降

低准入门槛、鼓励创新创业、强化服务保障、优

化金融服务、加强人才培养、加强统筹协调 10
条举措，着力为民营文化和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提供全链条服务。

按照“惠企、利企、便企”的原则，《实施意

见》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市场准入、降低成本、

财政金融、服务保障等民营文化和旅游企业反

映最集中最迫切的问题，精准设计奖补措施。

其中明确，鼓励民营企业投资新建博物馆、美

术馆、图书馆等，并给予奖补；对民营企业全额

投资新创建成功并经认定的国家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给予 1000 万元一次性奖补；自主赴

境外主要客源地开展四川旅游宣传推广活动

的民营企业，每家最高可获奖励 40 万元；对民

营企业全额投资进行文化旅游创新创业的，在

场地改造及公共技术设备设施购置等费用上

给予奖补。

“目前我省民营文化和旅游企业普遍存在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融资渠道不畅、外向度亟

待提升、市场主体较弱、高端人才匮乏等问

题。”四川省文旅厅产业发展处处长肖婷说，

“《实施意见》的出台，将从政策供给层面进一

步夯实全省民营文化和旅游企业健康发展的

基础，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健康发

展；有利于完善文化和旅游市场体制，充分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建立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加快文化和旅游产

业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培育文化旅游经

济新的增长点。”

“推出的 10 条措施涵盖文化、旅游两大业

态，不仅聚焦大中型企业，也顾及小型企业。”3
月 13 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新闻通气

会，解读《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文化旅游企业

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的出台有何意义？民营文化和

旅游企业将获得哪些政策红利？政策如何更快

更好地执行？记者就此采访了四川省文化和旅

游厅有关负责人。

有何意义？
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这将有利于大中小型民营文化旅游企业

之间的平等竞争、健康发展，以及综合性资源

的整合。”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

看来，目前四川民营文化和旅游企业普遍存在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融资渠道不畅、外向度亟

待提升、市场主体较弱、高端人才匮乏等问题，

《实施意见》针对这些方面推出了“能感知、有

温度、见效果”的举措。

数据显示，全省 15 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中，民营文化企业有 5 家；65 个省级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里有 39 家是民营文化

企业；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 550 家，其中以民

营经济为主体的约 150 家；2018 年全省旅游

实际完成投资 1396.2 亿元，其中民营企业投

资占比超过 55%。民营企业已成为文化旅游产

业的重要主体。

该负责人认为，《实施意见》将从政策供给

层面进一步夯实全省民营文化和旅游企业健

康发展的基础，有利于完善文化和旅游市场体

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进

一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有利于加快

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培

育文化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红利有啥？
奖补激励措施干货多多

对民营文化企业经营收入首次达 10 亿

元、50 亿元、100 亿元的，分别给予上台阶奖

励；对民营企业全额投资新创建成功并经认定

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给予 1000 万元一

次性奖补；给予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民营文化

旅游企业出口退税补贴等支持。记者梳理发

现，《实施意见》中针对民营企业的奖补激励措

施干货多多。

民营企业的文旅投资领域也将拓宽。《实

施意见》指出，要鼓励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文

化旅游项目建设运营，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

业项目申报并纳入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库和省音乐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库等，

并通过项目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对入库项目

进行支持。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正在筹建全省民营文化旅游企业联盟，吸纳全

省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民营文旅企业。联盟成

立后，每季度召开企业代表座谈会，加强与民营

文化旅游企业的联系，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

如何实施？
创新机制市州齐发力

“在《实施意见》出台之前，我们已采取民

营企业座谈会、深入市州调研等方式，针对目

前关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行了多方位

分析。”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促进《实施意

见》更快更好地落地执行，紧接着会从提高政

策知晓度、执行力、落实度等方面下功夫，督促

各市州文旅部门陆续出台实施细则，并每年度

对推动民营文化旅游企业发展的代表人物进

行激励，希望能营造全省促进民营文化和旅游

企业发展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氛围。

此外，四川省还将推出更多具体措施。比

如，建立全省银政企联席工作会议制度，帮助

解决民营文化和旅游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

等问题；吸收民营文化旅游企业代表进入全省

文化旅游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联合国内一流

高校加强民营企业文化旅游管理人员培训。

“通过这些针对性、操作性强的举措，将切实推

动《实施意见》的落实，努力为民营文化旅游企

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四川广安为涉农企业
送减税“春风”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税务局深入走访涉

农企业，向新型职业农民宣传涉农税收优惠

政策，送上减税降费“春风”。

图为 3 月 14 日，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税

务局工作人员, 向该县百果园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宣讲减税降费政策。

邱海鹰 王晓波 摄影报道

四川推出 10 条举措进一步促进民营文化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荫前来参观、洽谈的客商络绎不绝

第 100 届春糖会拉开序幕伍田食品受各方关注

四川鼓励仿制药研发
加快制定医保药品
支付标准

近日，四川省政府出台《关于改革完善仿

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实施意见》，大力

促进四川省仿制药研发，提升仿制药质量疗

效，更好地满足临床用药及公共卫生安全需

求。将加快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与原研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原研药按相同标

准支付。

《意见》提出，建立跨部门的药品研发、生

产和使用信息共享机制，鼓励仿制临床必需、

疗效确切、供应短缺的药品，优先仿制重大传

染病防治和罕见病治疗所需药品、处置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所需药品、儿童使用药品以及

专利到期前一年尚没有提出注册申请的药

品。鼓励将仿制药品目录内临床急需的化学

药品和生物药品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及产品研

发列入相关科技规划和研发计划，支持四川

省产学研单位申报国家相关科技计划。

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工作，释放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资源，支持和推

动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和社会办检验检测机构参与一致性评价。大力

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推广应用新技术和

新工艺，对关键技术产业化、新产品产业化以

及新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技术改

造等符合支持范围的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加强

监督检查，对高风险企业和品种做好风险防

控，加大对仿制药的抽检力度，依法查处并严

厉打击数据造假、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等违法

违规行为，检查和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开。

《意见》要求，按照药品通用名编制采购

目录，促进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

药和原研药进行平等、充分竞争。进一步细化

完善分类采购政策，对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的仿制药给予支持。

加快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与原研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原研药按相同标

准支付。对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的药品，

不得按商品名或生产厂家进行限定，要及时

更新医保信息系统，确保批准上市的仿制药

同等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全面落实西部大开发、高新技术企业、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

促进仿制药企业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

动转型升级。对仿制药企业符合西部大开发

或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的，减按 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完善主要由市场形成药

品价格的机制，做好与药品采购、医保支付等

改革政策的衔接。坚持药品分类采购，突出药

品临床价值，充分考虑药品成本，形成有升有

降、科学合理的采购价格。 渊石小宏冤

荫范正海总经理与经销商交流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