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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麦当劳卖肉夹馍，背后是啥生意经
本土美食的工业化红利、大数据营销积聚起的流量给洋快餐带来新商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丽萍 整理

洋快餐盯上中餐由来已久

就在这两天，麦当劳针对中国
新年推出了一款名为“腊汁肉夹
馍”的新年限定产品，搭配豆浆的
组合售价为9元。在产品宣传语中，
麦当劳称该肉夹馍“精选腊汁肉，
慢卤熬煮，细细切碎，每一口都汁
液横流，香酥爽口”，产品宣传图上
的肉夹馍也非常扎实、肉酱满满。

不过新品上市当天，这款肉夹
馍就在微博和朋友圈里被不少消
费者吐槽“货不对板”。在消费者实
际晒出的一张照片中，麦当劳肉夹
馍中的肉酱少得可怜，甚至连薄薄
一层盖住饼面都没做到，与广告图
片严重不符，有网友称这款肉夹馍
应该改名为“两片馍”。

麦当劳的这一举动，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去年10月老对手肯德
基推出的螺蛳粉。去年10月12日，
螺蛳粉开始陆续在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23个城市部分肯德基
餐厅上市。

和传统的螺蛳粉店不同，肯
德基推出的包含螺蛳粉在内的一
系列快煮包装食品并不适用于堂
食,而是针对“懒人经济”推出在
家速煮的方便速食产品。可以让
年轻人在几分钟准备的过程中享
受动手的乐趣。

近年来，肯德基、麦当劳等都
感受到了本土快餐的压力。以沙
县小吃为例，截至2019年底，全国
有6万家门店，是肯德基门店数的
10倍，是麦当劳门店数的25倍之
多。而当年肯德基在中国门店数
为6534家。在这种背景下，洋快餐
也加快了本土化的过程。

肯德基早年就推出了海鲜蛋
花粥和香菇鸡肉粥这两款极具中
国本土特色的早餐粥。随后，肯德
基又推出老北京鸡肉卷、安心油
条、皮蛋瘦肉粥、烧饼、豆浆等融
合中餐元素的产品，2010年后又
开始售卖米饭套餐。星巴克近年
来开始卖粽子、月饼等中式餐点，
推出“抹茶星冰乐”“经典红茶拿
铁”“如意红茶拿铁”等符合中国
人口味的饮品。

相比之下，麦当劳之前的本
土化尝试略逊一筹，比如其曾尝
试推出的“盐焗鸡翅”“五色嫩鸡
麦饭卷”和“五色至牛麦饭卷”等，
相比之下，以上这些中式餐品的
地域性不太突出，受众不够广泛，
麦当劳在本土化上至今没有打造
出一款经典产品。

本土美食的工业化红利

本土化的道路上，洋快餐频
频推出让人大跌眼镜的新产品，
念的是什么生意经？

疫情期间，餐饮业深受影响，
洋餐饮品牌也不例外。全球一片惊
慌中唯独中国独好。中国市场从原
来的优质市场，变成拯救其业绩的
唯一市场，成为洋快餐品牌还能保
持业绩增长的唯一希望。

不过，中国市场虽然景气，但
来自一系列本土快餐品牌和品类
的竞争压力并不小，以前中餐做
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标准化程度
低、过于依赖专业厨师，不像西式
快餐工业化程度高。

最近几年，这种情况也在发
生变化。随着中央厨房的快速兴
起，加上发展快速的厨房智能设
备，通过把原材料的菜品加工成
半成品或者加调料包，一个普通
员工在经过1-2周训练之后在餐

厅制作的菜品与厨师没有太大的
区别。一些品牌由此快速成长。比
如各个城市里，像拉面、陕西面食
等一些更接地气的、口味更本地
化的餐饮连锁品牌逐渐崛起，构
成了快餐市场的另外一极。

国内供应链快速发展，特别
是冷链物流的发展，极大地推动
了跨区域的配送。这对原来各自
为政的本土餐饮行业的跨区域发
展，形成了决定性的支撑，这种变
化也还在继续中。而且餐饮行业
创业者的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
他们喜欢做品牌，愿意通过互联
网的方式跟年轻消费者互动。再
加上过去30年，麦当劳、肯德基、
星巴克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基层管
理者，这对餐饮企业发展的人才
储备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为
本土餐饮企业的崛起带来机遇。

就以此次麦当劳推出的肉夹
馍和此前肯德基推出的螺蛳粉为
例。以工业化的思维来发展螺蛳
粉产业，从2014年第一家螺蛳粉
预包装企业诞生，到2020年100亿
元的年产值，发展速度之快令人
咋舌，而工业化的思维是它成功
出圈，走出地域限制的制胜武器。

2012年有品牌嗅到商机，生
产包装好的螺蛳粉，在各个电商
平台出售。2014年10月28日，柳州
第一家预包装螺蛳粉生产企业获

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开始生产袋
装螺蛳粉。这是柳州螺蛳粉产业
化的开端。2015年初，柳州提出螺
蛳粉“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规
模化”理念。

2020年，位于柳州市鱼峰区
的螺蛳粉产业园，是“嘻螺会”“李
子柒”“螺状元”“柳江人家”等著
名螺蛳粉生产商的集中地。原料
供应、产品加工、包装、网络销售、
物流配送等产业链上的所有企
业，全部都在。

头部企业一天的产能15万
包以上，第二梯队 10万— 15万
包，第三梯队5万—10万包。

一碗粉，不仅做成了畅销各
地的网红美食，还带出了“螺蛳粉
+”产业链。

同样，在粉面赛道里，东北烤
冷面、武汉热干面、重庆小面、河
南烩面、山西刀削面、兰州牛肉拉
面、湖南的米粉和贵州的羊肉粉
等等都能找到对应的速食版本。

这也是麦当劳推出肉夹馍背
后的逻辑。

打造下一个“螺蛳粉”

眼下，在本土餐饮品牌推动
下，中国消费者的饮食喜好也在
快速变化，这成了洋快餐们不得
不认真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在移

动互联时代，洋品牌们还可以依
靠大数据能力，更精准地收集消
费数据，来帮助门店做好调整和
新品研发。

以肯德基为例，从2013年起
就开始构建自己的会员体系，积
累起数亿会员，底气十足，于是开
始卖起了螺蛳粉、鸡汤和炒饭，后
又开卖冷萃冻干速溶咖啡。螺蛳
粉受到新生代的青睐后,肯德基
借整个螺蛳粉的粉丝效应去增强
它在门店的流量以及人气。

当流量积累、会员增多，数字
化逐渐完成后，品牌变为平台，具
备了更多商业可能性。

此前洋快餐依靠标准化的管
理建立起的优势正在消失，而在大
数据营销的时代，至少还能和本土
快餐企业站在同一起点。目前预制
类餐饮产品在中国餐饮渠道中的
渗透率相对不算高，对比国外来看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也意味
着，洋快餐同样也能享受到这波本
土餐饮制品工业化的红利。

虽然不一定每个品类都能达
到螺蛳粉的体量，但是在互联网
时代，洋快餐依靠前期积累起来
的数据，通过自身电商平台为地
域特色美食赋能，通过找准相应
的IP进行联动，同时通过改良技
术进行工业标准化，打造下一个

“螺蛳粉”也不是不可能。

岁末年初，全国水果价格持
续上涨。不少人发问，今年的水
果价格是否会像2019年那样一直

“高烧不退”？就此，记者采访了
业界专家。

“全国水果价格连续三个月
上涨，累计涨幅达到14 . 6%，异动
比较明显。”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晔说。

2020年12月份，农业农村部
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
每公斤6 . 04元，环比上涨7 . 9%，
同比上涨17 . 5%。从环比看，西
瓜、鸭梨、巨峰葡萄、富士苹果分
别上涨49 . 4%、6 . 9%、3 . 1%、
1 . 5%。从同比看，鸭梨、西瓜、菠
萝、巨峰葡萄分别上涨58 . 1%、
57 . 9%、26 . 1%、1 . 1%。

水果价格为何持续上涨？赵
俊晔表示，一方面是受节假日消
费拉动，每年元旦至春节期间，
水果价格都会出现季节性上涨。
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水果品种
因 灾 减 产 ，如 同 比 涨 幅 高 达

58 . 1%的鸭梨。
据介绍，受冻害、涝灾等影

响，2020年环渤海湾和西北等梨
主产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产。
河北、甘肃、山西、山东减产幅度

分别在50%、50%、40%、20%左
右，辽宁减产10%至20%，陕西减
产约10%。预计这6个省份共减产
约287万吨。

“今年水果价格很难再出现

‘高烧不退’的行情。”针对一些
消费者的担忧，赵俊晔表示，从
主要消费的水果来看，2020年苹
果总体丰产，柑橘产量也持续增
加。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水果
消费的扩大有一定影响。“供需
两方面看，今年水果价格总体上
都很难大幅上涨。”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
全国果园种植面积由10917千公
顷增至12277千公顷，水果产量由
2 . 44亿吨增至2 . 74亿吨。2020
年，各地水果整体丰产，预计总
产量同比增加，冬春市场供应充
足。

以苹果为例，2020年新产
季除陕西、山西、甘肃因受冻、
雹灾略有减产外，山东、河南等
主产区产量稳定，全国整体丰
产。2020年，全国苹果产量预计
在4100万吨以上，新产季入冷
库存储的苹果约1100万吨，同
比增长8%，处于历史高位。虽
然近期苹果价格略有回升，但

这与春节备货期及冷库出货速
度偏慢有关。目前，苹果期货价
格持续下跌，说明市场供应充
裕。

赵俊晔表示，全国水果市场
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整体格局没
有改变，但由于今年春节相对较
晚，节前备货期较长，水果价格
仍有上涨空间。

在冬季水果品种供给方面，
应季柑橘产量大、品种多，后期
砂糖橘、脐橙等品种将大量上
市，预计价格稳中有降；苹果新
产季库存总量约1100万吨，处于
历史高位，出库速度较上年同期
偏慢，但节前客商备货积极性
高，预计价格稳中有升；梨因灾
减产，供给偏紧，但大量供给的
苹果和柑橘对梨有消费替代作
用，可抑制梨价上涨，预计价格
涨幅收窄。总体来看，春节前水
果价格将继续季节性上涨，但大
幅上涨可能性不大。

据《经济日报》

苹果总体丰产，柑橘产量也持续增加

今年水果价格不会“高烧难退”

1月13日，麦当
劳中国推出了“牛
年牛气”的新年限
定，其中搭配豆浆
售价9元的“金招牌
肉夹馍”吸引了不
少人的注意，结果
不到一天，肉夹馍
就因为“肉量少”翻
车了，直接被吐槽
上了微博热搜。

本土化的道路
上，洋快餐频频推
出让人大跌眼镜的
新产品，念的是什
么生意经？

1月11日，顾客在杭州一家超市选购水果。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

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 . 5%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较好实现。 新华社发

麦当劳肉夹

馍广告跟实物相差

太 大 被 不 少 人 吐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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