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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热食品节后“抢镜”，大牌纷纷入局
市场：在热销产品中仅次于螺蛳粉 专家：国标出台将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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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 在位于怀化新晃侗
族自治县的老蔡食品有限公司，
工人们已经有序复工12天。 受疫
情影响，已经停工31天的工厂，也
不得不推迟到2月21日才复工。

“没有办法， 再难也要撑过
这一年。”清晨7点，公司负责人
何丽华就早早地来到车间，查看
复工情况，再组织20多名管理人
员召开营销会议。 她笑着说，这
次会议议题仍是“如何提高线上
销量。”

【困局】
年前仓库积压500万元牛肉

“进门前请先到池子里泡一
泡！”上午7点，在工厂的大门处，保
安正严格地执行进厂禁令。 公司
大门口的执勤点上， 员工逐一测
体温、领取防控宣传资料，然后站
入铺着毡子的消毒池进行鞋底消
毒，再入厂区。

经过屠宰、 清洗、 修整、滚
揉、腌腊、切片、检测检验、外包
装等三十多道制作环节和工艺
流程。最后，一袋袋精美的小食
品就大功告成了。而这一袋袋食
品对何丽华而言， 却是经过了
22年。

1998年，在新晃侗族自治县
龙溪古镇一栋4层楼的老房子
里，何丽华和哥哥、弟弟一同经
营的“老蔡牛肉小作坊”便正式
上线。“那时候牛肉才七八元/斤，
我们前一天制作500斤干牛肉，
第二天去镇上农贸市场售卖，每
次总能一售而空。”

因为味道不错，很快地老蔡
牛肉的名气逐渐打响。2006年他
们租下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正
式成立了公司。2008年又建设了
4000平方米厂房，2016年更是将
厂房扩大到40000多平方米，渐
渐地何丽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

“但谁也没有想到， 一场疫
情让我们回到了起点。” 看着车

间库存的牛肉，何丽华叹了一口
气，“我们有超三成业务在武汉
市场， 年前武汉经销商订了200
万元货物， 现在只能积压在仓
库。 再加上年前的一些货物，大
约有价值500万元的库存。”

【谋变】
开发新产品，转战线上渠道

2月21日， 老蔡食品终于迎
来了复工，这也让何丽华松了一
口气。“500万元的库存， 每月管
理人员15万元的工资、5万-6万
元冷库电费等等，压力很大。”

在得知2月10日复工推迟
后，何丽华每天都处于焦虑状态。
“以前一天我们新晃的专卖店日
销售额可达7万-8万元， 现在仅
为之前的1/10。”一边是摆在账面
上的高昂支出， 一边是摆在账面
上微乎其微的销量， 两者汇聚在
一起，压得何丽华喘不过气来，仅
半个月头上就冒出了数根白发，
召开管理会议不下6次。

没办法， 在此严峻的形势
下，只有转型才能破局。一次，何
丽华偶然刷朋友圈发现，宅家使
得线上经济蓬勃发展。瞅准这一
时机， 她们马上调整营销模式，
开发出新产品并大力推出“湘老
蔡罐装牛肉系列”，送货上门，并
制作成罐头加热即食， 黄焖、红
烧、清炖、爆椒等口味可供市民
选择。

同时，他们也着手线上营销，
启动天猫旗舰店等促销活动，还
进军了当地的商超， 承接食品代
加工等业务，多渠道破局。

“复工了， 但挑战才刚刚开
始， 但好在我们找到了方向。”3
月3日， 何丽华还是习惯性地在
朋友圈发布每日感言和车间照
片，“企业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她不时会提到这句话，既是在提
醒别人，也是在提醒自己。

■记者 卜岚

疫情之下无法出门聚餐，不插电、不使用明火，只需拆
开加热包倒入冷水便可食用的自热食品受到了消费者的追
捧，也是近日争夺最受欢迎食品榜单首位的热门之选。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发现，这个因懒人经济衍生、发展
的产业，不仅吸引了海底捞、小龙坎、小肥羊等传统餐饮龙头
入局，还培育自嗨锅、筷时尚等专注自热食品的新品牌。经此
一“疫”，自热食品能否迎来春天，行业又将如
何发展？ ■记者 黄亚苹

“先后在3场红人直播间买
了近20盒自热火锅，结果全是预
售商品，最晚发货时间到了4月3
日。现在没法吃火锅，只好用这个
来解解馋。”3月2日晚，插画师钟
小姐一边计算着发货时间一边
说，无法外出聚餐，自热火锅、自
热螺蛳粉成了首选“囤货对象”。

不用火、不用电，加杯冷水
就能吃，这种略显新奇的吃法受
到消费者喜爱。3月3日， 三湘都
市报记者走访卜蜂莲花富兴店、
Ole精品超市长沙国金店、 步步
高长沙湘雅路店看到，门店均在
方便食品所属货架上摆放了自

热方便食品。
如，盒马鲜生华创店便有自

热火锅、自热米饭、自热螺丝粉、
自热串串香4大品类共18种自热
商品可供消费者选择； 在口味
上， 自热米饭有广式香肠煲仔
饭、回锅肉、鱼香肉丝等时下白
领点单频率颇高的选项。

“虽然不像方便面那样偶尔
断货， 自热食品的口味常常不
全。” 华润万家蔡锷路店一名正
在上货的导购介绍，其负责补货
的方便食品区域， 自热火锅、自
热米饭等品类的补货频次从2天
一次增长到一天3-4次。

市场 自热食品开启预售模式

看似小小的一片自热食品
市场，背后却蕴藏着十分激烈的
竞争格局。记者统计发现，自热
食品赛道不仅有海底捞、 小肥
羊、小龙坎等传统火锅品牌及良
品铺子、百草味、三只松鼠等休
闲零食品牌加入，更培育了自嗨
锅、筷时尚等专注自热食品领域
的新品牌。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霸蛮牛
肉粉、螺鼎记、统一等专注于速食
方便食品的企业，也先后推出自
热食品。2018年， 统一推出自热

米饭品牌开小灶，并于2020年初
宣布签约当红流量小生做代言
人；卫龙则将招牌零食“辣条”融
入，推出辣条自热火锅。

从销售数据来看，淘宝公开
数据显示，2020年1月20日至2
月2日， 自热食品在热销产品中
仅次于螺蛳粉，排名第二；自热
米饭的销售同比增长257.09%，
这一增速已超过方便面平均
133.34%的增长。苏宁大数据也
显示，自嗨锅这一品类销量同比
大增370.27%。

数据 自热米饭销量增2倍 大牌纷纷入局

销量下降，库存攀升 开发新品，转战线上
牛肉厂改卖即食罐头谋破局连线

本报3月3日讯 长沙
市餐饮行业疫情防控形势
如何？今日，长沙市市场监
管局发布了由该局联合市
餐饮安全协会发放的网络
调查问卷结果。据了解，此
次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
卷1116份， 受访餐企包括
中大型餐饮112家、中型餐
饮368家、小型餐饮636家。

调查结果显示， 春节
期间， 上述1116家受访餐
企退订及损失超3.5亿元，
营业额平均同期下降超
80%；复工期间，餐企面临
口罩等防护物资紧缺、阶
段性用工紧张、 停业无收
入、成本增加等困难。

长沙市市场监管局披
露数据显示，目前，长沙市餐
饮门店恢复营业的比例约
45%， 外卖配送站点配送能
力基本恢复， 订单数量也随
着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和营
业餐饮门店的增加而倍增。

长沙市市场监管局表
示，将从加大监管力度及积
极帮扶引导两方面， 帮助餐
饮企业复工复产。 在企业帮
扶方面， 该局将根据团体订
餐市场需求，引导有意愿的
餐饮单位参与到集体用餐
配送服务；利用增长的家庭
餐饮消费需求， 引导餐饮企
业发展半成品业务来提升营
业额； 结合当前外出消费普
遍信心不足的特点， 引导餐
饮企业发展厨师到家服务
业务；针对餐饮企业新招聘
员工的健康体检需求，引导
第三方体检服务机构提供
上门服务。 ■记者黄亚苹

适应团体订餐市场需求
长沙餐饮企业
将发力半成品业务

3月3日，在位于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的老蔡食品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制作牛肉。 受访者 供图

“花三四十元， 买一种吃火
锅的错觉。”曾购买过海底捞、卫
龙等品牌自热火锅的黄小姐认
为，较可现吃现煮的堂食火锅而
言，时下热销的藤椒、麻辣口味
自热火锅味道非常一般，是不会
回购的产品。

快消行业专家朱丹蓬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就提到， 自热食品方
便、快捷，适合生活节奏快的都市

人群，但食用场景相对单一，且自
热食品行业尚没有出台相应的国
家标准， 安全隐患较大，“国标将
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品牌应尽快撕下口味一般、
价高量少、安全隐患等固有标签。”
业内人士认为， 当下自热食品内
容、口味趋同，品牌应扩展更多消
费场景，追求研发成本、商品价格、
特色口味融合统一。

观察 自热食品消费场景单一 国标出台将助推发展

3月3日，长沙市蔡锷路一超市出售的自热食品。 记者黄亚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