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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柳州螺蛳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袋装螺蛳粉从无到有，
袋装螺蛳粉从无到有
，全产业链
销售收入突破 500 亿元
亿元，
，带动 20 余万
农村人口增收……近年来，
农村人口增收……近年来
，柳州以工
业化思维谋划螺蛳粉产业发展，
业化思维谋划螺蛳粉产业发展
，加快
一二三产融合，
一二三产融合
，将地方特色小吃培育
成
“大产业
大产业”
”
。线上线下，
。线上线下
，
国内国外，
国内国外
，
持
续走红的螺蛳粉背后，
续走红的螺蛳粉背后
，究竟蕴含着哪
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高质量发
展
“配方
配方”
”
？
广西柳州，西南工业重镇，已经红“出圈”
的螺蛳粉赋予这座城市别样的风味。

●街头小吃的
“逆袭”
一家家螺蛳粉店遍布柳州，这个花园城市
的街巷。下单、烫粉、配料、浇汁……一两分钟
后，一碗酸辣鲜香的螺蛳粉便顺利出餐。而调
制一碗粉的工夫，平均就有上百件袋装螺蛳粉
在柳州下线，
寄往全国各地。
对于柳州螺蛳粉的走红，做了 35 年螺蛳
粉生意的黄祥端作为见证者，感触颇深。推着
三轮车卖螺蛳粉起家的她在摆摊 3 年后开起
了第一家门店，并逐步打造“黄氏真味”品牌。
“柳州螺蛳粉独特的味道抓住了许多人的胃，
高峰期我们的品牌在全国 9 个省份开了 257 家
分店。”
在柳州，聊起螺蛳粉，很多人都能讲出一
段故事。诸多讲述之余，大家更多的共同感慨
是“逆袭”。作为柳州特色小吃之一，很长一段
时间，螺蛳粉多出现在街头小摊或夜市。即便
在外的广西人想念家乡味道，也只能在线下费
心寻觅店面。
改变源自预包装螺蛳粉的问世。
“2010
年，柳州就鼓励商家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开店，
2014 年当地提出用工业化理念打造袋装速食
螺蛳粉，以实现特色小吃规模化生产。”柳州市
商务局局长杨志刚说。
“放水养鱼”是当地党委、政府对螺蛳粉生
产者的引导思路。2014 年，工厂面积达到 300
平方米，当地食药监部门就给办证，行业很快
繁荣起来。
“ 彼时主要是作坊式生产，大家‘各
显神通’，研制配料、设备和包装。”在米粉行业
耕耘 20 年的柳州人韦杨年回忆道。
“在产业高速发展过程中，政府不断出台
政策规范行业发展，提高准入门槛。截至去年
底，柳州已有 127 家预包装螺蛳粉生产企业。”
杨志刚介绍，柳州螺蛳粉进入“袋装速食”时代
后，搭上互联网电商的快车，地方小吃逐渐走
向更广阔的天地。
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柳州螺蛳粉全产
业链销售收入达到 501.6 亿元，其中袋装螺蛳
粉 151.97 亿元，同比增长 38.23%，年寄递量突
破 1 亿件，全国实体店营业额 206.8 亿元，同比
增长 75.25%。
“面对客户不断加单，公司每天生
产袋装螺蛳粉数十万包，检验合格马上就打包
拉走。”广西中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熊
朝宣说。

●爆红背后的
“改革经”
一 包 螺 蛳 粉 仅 数 百 克 ，内 容 却“ 大 有 乾
坤”：不同厂家的米粉、螺蛳汤制作手艺不一，
酸笋、酸豆角、花生米、木耳等各色配料更是多
达十余种。
“我们每天有 30 多万包螺蛳粉下线
进入市场，必须要有严格的标准才能保障质量
和安全。”广西螺霸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姚
汉霖说。

严格落实一系列标准，正是柳州螺蛳粉崛
起背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注脚。
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科科长韦春岸
介绍，着眼柳州螺蛳粉质量安全，广西柳州螺
蛳粉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柳州螺蛳粉
全产业链标准体系逐步建立，覆盖全产业链 6
个子体系 564 项标准，相关产业领域标准建设
不断加快。
在制定标准的同时，柳州还通过申请“柳
州螺蛳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建立螺蛳粉产
品质量检测中心、螺蛳粉原材料基地等，护航
柳州螺蛳粉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
“立
足工业化思维，柳州打造了两个螺蛳粉重点园
区，吸引 100 多家上下游企业入驻，实现由‘小
作坊’向现代化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杨志
刚说。
许多螺蛳粉生产企业同样将创新视作“秘
籍”。柳州市螺蛳粉协会会长唐机文介绍，全
市已有 110 多件涉螺蛳粉的科技创新专利，螺
蛳粉口味日趋丰富，螺蛳米饭、螺蛳火锅等新
产品不断上市，目前柳州正着力深化与科研院
所合作，
推动设立螺蛳粉产业“院士工作站”
。
一碗粉带出了“网红”产业链，产生了裂变
效应。借助“互联网+螺蛳粉”，网上柳州螺蛳
粉节、网红主播直播带货、螺蛳粉热搜话题等
催生大量订单；
依托“螺蛳粉+文旅”，
螺蛳粉旅
游专线、螺蛳粉小镇等各类文旅衍生配套产业
规模不断扩大。
从一粒米到一把螺，
“小米粉”与乡村振兴
等“大民生”紧密相连。在柳州市鱼峰区白沙
镇王眉村，脱贫户覃保林从稻田里抓起一把螺
算起“致富账”：他流转 300 多亩田进行标准化
稻螺种养，400 多亩地种植豆角、辣椒等，通过
为螺蛳粉产业配套，
年收入数十万元。
“柳州螺蛳粉产业带动本地 30 多万人就
业，其中农村人口 20 多万人，脱贫户达 5500 多
户 2.8 万余人。”柳州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明双
喜说，目前柳州建成螺蛳粉原材料基地 55.2 万
亩，
螺蛳粉原材料生产示范基地 12 家。

●瞄准更大海外市场的
“国际范”
“出圈”的柳州螺蛳粉不仅行销全国，也逐

步走俏海外市场。柳州市商务部门统计显示，
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1 年 实 现 出 口 额 824 万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89.86%。今年 3 月广西定下新目标：2025 年出
口总额达到 1 亿元人民币以上。
走进广西善元食品有限公司的直播室，
“00 后”柳州姑娘梁社月正在和网民进行直播
互动。就读国际商务专业的她毕业后选定了
螺蛳粉行业，
“通过网络直播，让更多人了解家
乡美食以及美食背后的文化，
感觉很有意义。”
“螺蛳粉的海外市场还是一片蓝海。”广西
善元食品有限公司电商部总监赵冲说，公司电
商部门现有 44 名员工，平均年龄约 25 岁。今
年公司计划入驻更多跨境电商平台，开展海外
直播带货业务。
加入海外带货的不仅有中国青年，还有很
多外籍人士。近些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
螺蛳粉成为展会“爆款”产品之一。在各类短
视频平台上，外国“网红”聚焦柳州螺蛳粉的镜
头日趋多见。在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喜欢上螺
蛳粉的印度尼西亚籍留学生何明祥还参与到
东南亚口味螺蛳粉的研发工作中。
柳州民营企业在螺蛳粉国际化道路上也
不断发力。
“公司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标准、
市场偏好，有针对性地改造生产线、供应链以
及研发策略，目前公司海外市场份额占比近
50%，与全球 180 多家大型商超达成合作。”姚
汉霖说。
柳州螺蛳粉扬帆出海，这个中国特色食品
渐受追捧。今年 1 至 2 月，柳州海关完成预包
装柳州螺蛳粉出口申报前监管 41 批次，货值
161.1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4.1 倍和 4.6 倍。
今年 3 月，广西印发《扩大柳州螺蛳粉出口工
作方案》，进一步出台细则推动柳州螺蛳粉产
业迈向高端化、国际化。
“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壮大起来的柳州螺蛳
粉产业，是柳州最具潜力、最有前景、最聚人气
的特色产业，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产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力争到
2025 年底实现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
900 亿元，持续擦亮这张特色名片。”柳州市委
书记吴炜说。
何伟 徐海涛 农冠斌 林凡诗

河北阜城：
玫瑰不再只是“一朵花”
盛夏，
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
特
色玫瑰种植基地里花开正艳。在基
地深加工车间，工人们分拣出的玫
瑰花瓣通过真空烘干机制成玫瑰花
茶，蒸馏机通过蒸馏提取出玫瑰润
肤水。
近年来，市场对玫瑰的定义不
再局限于“一朵花”，商家拓展产业
链条，开发深加工产品，各类玫瑰
茶、玫瑰酱、玫瑰饼等产品琳琅满
目，给消费者提供了新选择。
“ 玫瑰
可以用来做茶、饼或者玫瑰酱等。
我们基地还结合当地人的口味，开
发了玫瑰山楂、玫瑰南瓜饼等特色
美食，特别受欢迎。”基地负责人张
其辉介绍。
该基地来自阜云农农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为了延伸产业链条，
丰
富玫瑰产品多样性，公司特聘专家
团队精心研发玫瑰系列食品，在园
区内挂牌设立了“农业创新驿站”，
还新上了 10 台玫瑰花深加工设备、
玫瑰精油萃取设备、玫瑰破壁机制
粉设备。
基地产品研发技术负责人、河
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副教授赵
仁邦说：
“我们先后成功研发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玫瑰精油、玫瑰面
膜、玫瑰细胞液等 13 款化妆品，玫
瑰花冠茶等 9 款代用茶，2 款玫瑰酱
产品，注册了‘阜云农’和‘遇芳’商
标。”
“我们开发的四大系列 20 多个
品种投放市场以来，反响不错。接
下来，
我们还要瞄准市场，
针对不同
类型的消费者研发新产品，争取达
到产品利益最大化。”
基地销售负责
人李玉宪说。
目前，
该基地形成了集研发、生
产、深加工、营销于一体的线上线下
结合的产业链，年深加工产值 3000
多万元。产品质量好、价格优，
很受
消费者欢迎，远销北京、天津、内蒙
古、山西等 10 多个省区市。来自天
津的代理商刘建宇说：
“玫瑰系列产
品销路都不错，
尤其是玫瑰露，
香味
正，
吸收好，
特别受顾客欢迎。”
疫情的原因无法前来的许多外
地顾客纷纷打电话询问有没有线上
销售。
“今年 6 月，我们开始在京东、
淘宝布局线上销售，希望人们足不
出户就能买到心仪的玫瑰系列产
品。”
李玉宪说。
多元化的利益联结机制和科学
的运营管理模式，极大调动了周边
农户和新型经营组织参与园区生产
经营管理的积极性。
“ 丰花一号”重
瓣玫瑰种植面积达 5000 多亩，花间
还养殖了“玫瑰鸡”和“玫瑰鹅”，亩
综合收益为 1 万元以上，带动周边
1000 多户农民种植，人均增收 5000
多元。
“玫瑰的花期是 1 个月。今年
的行情好，品质好的花冠送到公司
能卖到 10 元一斤。我的 10 亩种植
园，已经收入 4 万多元了！花间散
养的鸡鹅吃草，
鸡粪鹅粪能养花，
省
去除草、施肥等工序和成本，
算下来
能进账 10 万多元。”王集乡小陈庄
村种植户陈宝龙说。
“我们这里是省级休闲农业线
路景点之一。游客可以赏花看景、
现场采摘，
上手体验玫瑰花茶、玫瑰
精油、玫瑰酱等产品的加工制作。
玫瑰田间散养的鸡鹅让人齿颊留
香，游客能玩得好、吃得好，获得丰
富的消费体验。
”阜城县文化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局长蒋俊浩说。
王胜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