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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厨房：餐饮未来发展的“金钥匙”？
——餐饮行业标准化与工业化发展透视

本报记者 闫良生 陈天恩

食事
快讯

食事
前沿

中央厨房是一种标准化、工业
化的餐饮运营模式，它体现了集团
化采购、标准化操作、集约化生产、
工厂化配送、专业化运营和科学化
管理的餐饮业发展特征。对于快餐
形式的餐饮业态来说具有快速便
捷、标准统一、品控保障、资源节约
等多种好处，但是对于中华民族传
统的饮食文化、习惯和烹调手段来
说，标准化与工业化生产是不是餐
饮业未来发展的“金钥匙”？需要市
场和时间验证。

理念转变：
被捆绑的传统烹调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饭店餐
饮、洋快餐、休闲餐以及各国美食的
纷纷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中国餐饮
市场格局。它们对我国消费者的饮
食结构、消费习惯、就餐意识等方
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培养一批

忠实消费者。
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

面、米主食，如馒头、面条、包子、
饺子、油条、发糕、油饼、豆粥等；
丰富多彩的中式菜肴，如回锅肉、
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宫保鸡丁
等，均具有强烈的市场需求，由此
促进了中式餐饮连锁化的发展浪
潮 。 但 注 重 以“ 烹 ”为 手 段 ，以

“味”为核心的传统中式菜肴，如
何实现标准化？中国烹饪大师、
阿五品牌创始人樊胜武表示：“中
式传统菜肴历史源远流长，尤其
是豫菜文化深厚，讲究以味取胜，
以情传人，以文化感染，加之中国
老百姓饮食习惯、饮食理念、饮食
结构不同，所谓众口难调，我不否
认工业化生产对于快餐的巨大贡
献，但是对于复杂特色的传统菜
肴，进展非常困难，老百姓在情感
上能否接受有待验证。”

角色转换：
被忽视的核心技术

随着餐饮业不断发生变化，核
心产品向核心品牌转换，餐饮投资
者向餐饮业管理者转换，食品源头
企业向餐饮工业决策者转换的趋势
日益凸显。

河南某特色餐饮品牌负责人介
绍，随着消费市场日趋成熟，餐饮业
已进入了品牌竞争时代，产品的竞
争越来越表现为品牌的竞争，一个
成熟的消费者在选择餐饮消费时，
往往更注重选择品牌餐饮企业，一
个清晰、准确、完整的餐饮产品品牌
形象，可以让消费者更感性地认识
品牌、了解品牌，降低消费的风险，
进而使消费者形成一种品牌忠诚。

无论餐饮业态如何发展，餐饮
管理无疑是塑造品牌，拉拢消费的
重要因素。但是随着标准化时代的

来临，对于资源管理、安全管理、服
务管理和消费管理最大的坚实基础
就是中央大厨房的建设。

正在参与筹建中央大厨房的业
界某知名人士表示，传统餐饮步入
工业化需要面临多个挑战，比如成
熟的基地化供应、先进的自动化设
备、创新的连锁化经营以及传统菜
肴的烹调方式等，无论从管理技术、
配方技术都需要不断强化和创新。

市场转机：
被假设的利益分割

之所以西式餐饮快速复制源于
生产方式的创新。它凭借其生产力的
优势，用科学揭示美食的奥妙，使餐饮
产品定性、定量、标准化，厨房工厂化
和现代化，突破了限制餐饮生产能力
的基础性难关，形成了巨大的产能。

为此，较多食品源头企业开始把
餐饮工业化作为第二产业布局。我

省某知名生鲜肉类品牌负责人表示：
“在土地种植、生猪屠宰、肉食加工方
面我们已经发展成熟，如果把盘子做
大，需要拓展产业链，将源头加工向
消费终端输送，渠道之一便是餐饮业
的工业化生产做有效衔接。”

与此同时，现在不少城市的餐
饮市场正呈现“国际化”的发展趋
势，比如豫菜第一品牌阿五美食已
经在澳大利亚、美国、法国等国家发
展连锁经营。

中食协某专家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时说：“不断走向国际化发展路径
的餐饮业，不能一味看到美好的前
景，更要重视中餐在国际上的重要
角色。因此，蛋糕是否真的随着中
央大厨房的发展而改变，不能轻易
下结论。但是，中餐标准化和产业
化生产是否可根据产品形成国际和
国内市场差异化处理是需要认真探
讨的课题。”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路，有
路的地方一定有餐饮。在中
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都随时
可见各式各样的餐饮，有高档
的餐厅，有大众的餐馆，也有
街头的麻辣烫和油条。但中
国餐饮行业的安全问题日渐
浮出水面，一些添加剂的违法
使用以及不合标准的食品原
料，一直在餐饮行业暗流涌
动，如何让中国各色餐饮进入
标准化和工业化，达到安全的
水准，这条路似乎不是那么简
单。

为了达到快餐品种的质
量标准，就要制定加工技术标
准，即产品生产工艺标准。在
工艺标准中对产品的原料、原
料粗加工、精加工、加热调理、
计量分装、保温保鲜、包装存
储等工艺过程进行定量的、准
确的、可操作的规定。

“中央厨房”是指将食品
工业向餐饮业渗透，满足广
大民众日常的饮食需要，应
用专业的机械化、自动化设
备，大量生产营养均衡、美味
可口、节时便利的快餐食品
的生产场所。也就是说，中
央厨房是一个生产快餐食品
的工厂。在这个工厂里，根
据快餐食品的生产工艺，配
备专门的生产设备（称之为
中央厨房设备）；其可以是单

独的食品加工设备，也可以
是具有机械化、自动化功能
的快餐食品生产线。

在建立中央厨房时，必
须遵循规模适度、投入适度
的原则。以自投资金、滚动
发展为主，中央厨房的规模
和功能一定要以市场为导
向。市场好比是“一辆车”，
中央厨房就是“一匹马”，多
大的“车”就配多大的“马”。

中央厨房建造所需的五
大配套系统包括设计建造体
系、设施配套体系、设备配套
体系、管理体系及供应链体
系。目前，这五大配套体系在
国内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
是五大配套体系中还有不完
善的地方。

在了解中央厨房的功能
及其发展方向之后，可以明确
地得出结论：建立中央厨房是
实现餐饮集约化、规模化、标
准化生产的条件。因为中央
厨房充分体现了集约生产、集
约配送的功能，为快餐的规模
化、标准化、工业化生产创造
了必要的条件。

餐饮消费总量的下降及
人工费用的不断上涨决定了
环保和节能是中央厨房建设
的主流趋势。餐饮业在寻求
新的运行模式，中央厨房有可
能成为餐饮企业新的利润源。

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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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厨房模式成餐饮业发展方向
□ 郭皓月

快乐吉祥是人
们对生活的美好向
往。如果与亲朋享
受着原生态的美食，
观赏着彝族朋友欢
跳的竹竿舞，弹唱着
大三弦，生活或许会
过得更快乐吉祥，更

美丽多彩。甘思咪哚云南风尚连锁餐
厅总经理宋海涛告诉记者：“甘思咪哚
的含义就是快乐吉祥美丽的地方，我
们也以此为目的坚持做下去。”

美妙：民族文化的融合
云南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之

一。生活在距今 170 万年前的云南元
谋人，是截至 2013 年为止发现的中国
和亚洲最早人类。步入甘思咪哚云南
风尚餐厅，一股原始生态的气息扑面
而至。宋海涛告诉记者：“甘思咪哚不
仅是纯正地道的云南菜系，而且从一
桌一木都彰显着丰富的少数民族风
情，诠释着少数民族文化。”记者看到
每个房间的命名都不同一般，有的叫
白族，有的叫西双版纳，有的以典故命
名，有的以地名称呼，餐厅的工作人员

总是能熟练地介绍每个名字的特殊意
义。

当你品尝着美食，彝族能歌善舞
的表哥表妹身着漂亮多彩的民族服装
开始边弹边唱边跳，热情地表达着古
老或动人的故事。互动之中已经深深
交流着民族文化，感动之余各自抒发
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

美食：心灵美味的呼唤
更让食客们流连忘返的是绝佳的

美食。宋海涛说：“松茸、鸡纵菌是‘舌
尖上的中国’栏目收录的云南经典菜，
也是泰国的国宴。其实，在外界关注
之前，我们已经在做这几道菜。销量
也非常好。甘思咪哚的原材料是在云
南地道的基地采购，厨师也全是云南
知名大厨，保证原汁原味。”

宋海涛介绍，全国一共 2000 多种
菌，云南就占了 800 多种，甘思咪哚的
含菌菜品均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为了
保证餐饮安全，他们与中国最大的餐
饮管理企业合作，为他们设计餐饮安
全管理体系和培训体系，坚持员工每
月不少于 30 次的安全培训，蔬菜和鲜
肉坚决当天使用不隔夜。宋海涛说：

“让食客享受到地道的云南菜是我们
的目的，但是餐饮安全是保证质量的
最根本基础，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好安
全关口。”

美景：幸福美满的追求
宋海涛服过兵役，当过公务员，如

今却与餐饮打起交道。他说：“中国梦
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自己的梦。我
的梦就是能通过自己让身边的人吃到
美食，看到生活的美好，懂得幸福和美
满，这或许是人生的风景。”

在甘思咪哚用餐总能体会不一样
的风景。彝族姑娘的美丽舞蹈让人难
忘，辣而不辛、酸而不拙的云南菜让人
难舍，动听的歌声里蕴藏着坚贞的爱
情故事更是让人感动。宋海涛说：“我
们的舞蹈队现在已是十几个人，对于
演出的热情非常高涨，能够给河南的
食客们奉献专业的彝族舞蹈让他们分
外快乐。”然而更让甘思咪哚大厨们幸
福的是他们研发的新菜逐渐成为了食
客们的必点菜品。甘思咪哚从一点一
滴，一人一事，都在做着一店一景，让
食客们体会和记录着自己人生的风
景。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官网显示，国家卫计委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替代
了原《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
范》，于今年6月正式施行。该
标准的修订重点强调了对原
料、加工、产品贮存和运输等食
品生产全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要求，并制定了控制生物、化
学、物理污染的主要措施；修改
了生产设备有关内容，从防止
生物、化学、物理污染的角度，
对生产设备布局、材质和设计
提出了要求；增加了原料采购、
验收、运输和贮存的相关要求；
增加了产品追溯与召回的具体
要求；增加了记录和文件的管
理要求。这将对进一步从源头
确保食品卫生和促进食品安全
产生重要的影响。

——人民网

● 农业部与国家卫生计
生委联合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2763-2014）。这一标准被
称为“我国最严谨的农药残留
国家标准”，将于 8 月 1 日施
行。我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指标将由现行的2293 项
增加到3650项，新增1357项。
作为我国监管食品中农药残留
的唯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
准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食
品中农药残留国家标准体系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
——《京华时报》

● 近日，婴幼儿配方乳
粉企业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
设工作现场会在内蒙古自治
区呼和浩特市召开，伊利等企
业交流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试点
情况。“食品工业企业质量安
全追溯平台”正式开通。工业
和信息化部积极探索推动食
品工业企业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建设工作，计划用 2 年至 5
年时间建设食品工业企业质
量安全追溯平台，在婴幼儿配
方乳粉、白酒、肉制品等领域
开展食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
体系建设试点，面向消费者提
供企业公开法定信息实时追
溯服务，强化企业质量安全主
体责任。

——《中国食品报》

● 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
委获悉：我国已全面启动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整合工
作，目前已公布新食品安全
标准429项；两年内国家还将
投入 2000 万元，用以逐步完
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预计2015 年底完成食品安全
标准的清理整合，最终的食
品安全标准将被整合为 1000
多项。

——《经济日报》

中原大地，黄河北岸，
根植于农业产业化，依托

“思圆”、“斯美特”品牌 20
余年发展，奠定方便面五大
品牌，焦作、周口、岐山、郴
州、长春五大生产销售基地
——这就是获得河南省粮
食加工龙头企业、国家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的河
南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

产品关键词
——品类创新

思圆从消费者的认知
出发，发掘行业品类空白，领
先提出“鸡汤品类方便面”并
研发推出“黄帝鸡汤面”高端
产品，占领了鸡汤品类制高
点。起源于企业所在地“黄
帝”故里的品牌渊源，秉承

“黄帝内经”的养生理念的产
品定位。做大战略产品，做
强区域产品；两手并举，协同
供应。斯美特在挖掘中华美
食文化遗产的同时，不忘对
区域美食的深度开发——东
江鱼粉、湖南美食的集大成
者。集辣椒的劲爽、东江鱼
的鲜美、米粉的香滑于一身，
消费者称之为“舞动舌尖的
美味”。

品牌推广关键词
——互联网传播

聚焦于“定投、网络、联
动”三个关键环节。在品牌
传播方面，聚焦更具精准投
放和传播效益的视频网络
媒体在当下电商化时代背
景下，斯美特公司在“黄帝
鸡汤面”产品的推广中加入
了“微”时代营销。微信、微
博、QQ群及将要上市的“天
猫”、“京东”商城等全力助
推斯美特的B2C模式。

斯美特公司在高端产品
“黄帝鸡汤面”的推广中，创
造性地引入原创的卡通代言
人——黄小鸡系列卡通玩
偶：黄小主、黄小呆、黄小火、
黄小贱四个个性迥异的玩
偶，分别代表不同产品口味
带来的美味享受，充分与消
费者形成多层次的沟通，形
成“味、型、意、趣”的联动互
通。

渠道力关键词
——跃升

对于方便行业首先要
经营的是大流通渠道；对于
本土的方便面行业最坚实
的市场基础源于三四级乡
镇市场。伴随着产品的升
级、品牌形象的提升，思圆
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市
场升级、渠道跃升。集团管
理层高屋建瓴，着眼未来，
果断地启动渠道管理部的
组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以
郑州为核心，18个地市为外
围 市 场 组 建 了 城 市 销 售
部。“拿特区的政策、办特区
的事，得特别的成果”是城
市销售部的战略口号。城
市销售部就是要摸索出思
圆特色的城市市场、现代渠
道经营模式，他是区别于其
他任何经营模式——例如
康师傅模式、白象模式的更
适合思圆的、科学的、不可
复制的经营方法。

从一家有责任感的集
体企业，到一个强调创新能
力的民族品牌，斯美特在农
业产业化的浪潮中，坚定地
沿着“产业链”的发展模式
稳健前行。

（张丽君）

食事
图说

近年来，核桃种植成为了郑州市
上街区重点培育发展的支柱产业之
一。五云山薄皮核桃专业合作社目
前已种植核桃约 1060 亩，品种有香
玲、中扶、辽河、851 等品种。2012 年
部分核桃树已经开花结果，预计到
2015 年基地将进入盛果期。到时可
为全村增加经济收入约 400 万元，人
均将增加 3000 元以上，为当地的经济
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快乐吉祥美丽的地方
——专访甘思咪哚云南风尚餐厅总经理宋海涛

□ 陈天恩舞动“创新”的旗帜
激活“产业链”发展

铁 打 的 规 矩 成 方 圆
——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素描之十一

□夏竹 刘婷 李雪

标准化是企业运行的引领与
规范，也是现代企业的标志与保
障。河南华泰特缆坚持把标准化
作为铁打的规矩，为成就企业的梦
想而不懈奋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河南
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标准化就
是铁打的规矩。

该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所谓的
标准化，不仅是企业产品生产的质量
指标和技术参数，而且是包含企业发
展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的运行规范。
没有标准化，就没有产品的质量保
障，没有企业的有序运营，更谈不上

事业的科学发展。可以说，标准化是
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标准化首先是国际标准化，这
是企业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
证。河南华泰特缆在创业伊始，就
把企业置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大潮中，紧盯广阔的国际市场，采
用国际通用的 ISO9001 质量保证
体系，并于 2006 年通过认证。之
后，又先后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ISO1800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以及国际电工
CB体系认证、欧盟CE认证等国际
标准。公司内部的所有生产活动，
均严格按照这些标准和公司的质

量体系文件展开，从而保证了公司
产品质量的国际标准和打进国际
市场的竞争力。近年来，公司先后
成功开发了欧洲、澳洲、非洲、东南
亚等国际市场，产品远销俄罗斯、
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尼
日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先
后成为ABB集团、EMIG电力公司
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合格供应
商，把中国制造的名字唱响国外。

与此同时，公司坚持把贯彻落
实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作为标准化
建设的基石性工作，不仅严格执行
有关标准，先后通过了国家强制性
产品CCC认证、PCCC电能产品认

证、消防认证、煤安认证、环境标志
认证、CQC标志认证等，而且积极
参与标准化建设研发，与中国科学
院标准化研究院合作，成立了中国
电线电缆行业唯一的特种电线电缆
产品综合标准化科研基地，着眼市
场需求和高科技发展趋势，开展电
线电缆产品的标准化研究，努力为
提升电线电缆生产的标准化水平和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做出贡献。

企业的标准化建设也在全力以
赴。依据有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结合企业的发展目标和生
产要素、生产环节，公司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企业标准和规章制度。如依据实

施ISO9001质量体系标准，公司规定
了与质量活动有关的各类人员岗位职
责及其相互关系，包括质量负责人、技
术人员、检验人员、设备管理人员、物
资供应人员、生产制造人员尤其是关
键工序的生产制造人员等，人人都有
明确的岗位职责和操作规范，从而使
各类标准具体化、易操作、可监控、能
考评，促进了各项标准的准确落实。

山外青山楼外楼，更有关山在前
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作为引领和规范企业生产的各类标
准，也在不断地创新、丰富、完善和提
升。用河南华泰特缆决策者的话说，
事业无顶峰，成功无竟时——企业的
标准化建设永远在路上！

标准化是企业科学发展的引领与保障。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
限公司坚持把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贯彻到企
业生产、管理的全过程，确保“真芯制作好电缆”的承诺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照片由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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