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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面销售遇冷

“现在谁加班还吃方便面，点外卖也就十多分钟！”
记者从超市里采购了一些方便面提回办公室，同事纷
纷表示对这种食物不感兴趣。记者随即在街头采访发
现，大部分市民称：方便面不健康，没营养，如果没必
要，就基本不吃。

在各大超市，桶装的、袋装的、盒装的各种口味方
便面，仍占据着货架上的重要位置，但不得不和自热米
饭、方便粉丝、方便火锅粉挤在一起。货架前顾客稀
少，记者驻足良久也没人主动前来推销。排队结账的
顾客，再也不见大量购买方面便的行为。

“批发一箱24包的袋装油炸方便面，毛利在0.5—
1元钱之间。虽然达州方便面市场大概在5000万元左
右，但是我们中小批发商没有什么利润。”在南城从事
食品批发的方便面经销商称，方便面销售的大部分利
润被厂家和零售商赚走，批发商多年来一直处于薄利
多销的状态。近5年，随着销量逐年下滑，很多片区的

批发商因为难以完成销售任务，已经不再对现有品牌
和品种的方便面进行促销了。

替代品与日俱增

达州市某副食综合批发商负责人毛经理发现方便
面销量下降的趋势后，立即将公司的人力和资源投入
到了某品牌方便粉丝的促销上:“方便面的替代品实在
是太多了。相较于方便面，网络订餐现在是消费者最
青睐的选择，方便面销量开始下降的时候，正是网络订
餐规模迅速扩张的时期；除此之外，冷链配送下的速冻
食品，和方便面一样地制作简单。这些仅需要一台微
波炉或开水烫几分钟的速冻食品，已经开发出了飞饼、
披萨、汤包、牛排、卤肉饭和拉面等十多个种类。”

随着人们健康理念的提升，早年油炸方便面在人
们心中的“没营养”“不健康”的印象被逐渐放大，在万
不得已需要用“方便食品”果腹的时候，不少消费者又
直接选择了比较健康和营养的非油炸方便粉丝或自热
米饭。毛经理所代理的方便粉丝，这几年的销量逐年
增长，仅达城和宣汉一年就要卖出50多万箱。

方便面或走高端路线

根据最新的达州市城市居民食品价格监测数据显
示，目前我市袋装110克左右的方便面售价为2.5元。
有超市负责人介绍，虽然售价2.5元的方便面一直没有
下过货架，但销量却是下滑得最严重的种类，5元以上
方便面才是目前市场的主导产品。

据了解，方便面如今在超市的销售位置虽被压缩
到了很小的区域，但是品牌和种类却在逐渐增加，除了
国内老牌方便面厂商推出的一些非油炸、售价在5元
以上方便面外，还有售价数十元的进口方便面试水达
州市场。

专业人士认为，达城方便面销量下滑，从侧面反映
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要求。而从另一方面来看，
油炸型方便面销量虽然下降，但市场上却出现售价昂
贵的高端品类，这是市民收入增加后出现的消费升
级。方便面肯定不会消失，但是众多厂商能否抓住新
的商机，就要看谁能更快拿出让消费群体满意的产
品。

（本报记者 程序）

消费结构升级 销售状况低迷
方便面 达州人越来越不爱吃“你”了

旅途必备、加班
神器、便利零食……
近年来，辉煌一时的
方便面销量连续下
滑，全国销量三年锐
减80亿包。4月11
日，记者探访达城方
便面消费市场发现，
虽然种类和口味越
来越丰富，但消费群
体和消费数量却在
日益减少。

本报讯 近日，大竹县公安局石
桥铺派出所接到南大梁高速路监控室
工作人员电话称，他们发现一名老人
正在石桥至大竹县高速路方向2公里
处行走。

“路上车辆太多了，请你们到现场
看一下，确保老人的安全。”民警听完
工作人员的讲诉后立即驱车赶往现
场，发现一名老人正独自在高速路边
行走。经询问，老人无法说出家庭住
址，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
民警遂将老人接上警车耐心交流，发
现老人口中一直说着一个叫孟家坝的
地方。处警民警经过半个小时的联
系，才知道老人说的孟家坝位于重庆
市梁平区碧山镇。

民警随即与重庆市梁平区碧山派
出所取得联系，得知老人姓张，是碧山
镇新元村3组人，今年已经80高龄
了。她离家多日，家里人正在四处找
寻。得知情况后，民警立即将老人送
往重庆市梁平区碧山派出所。刚一到
派出所，老人的亲人就说：“太感谢你
们大竹公安了，我们都找了好几天，没
想到她被你们救了。”

（薛曾 本报记者 向也）

“ 八旬老人误上高速
大竹民警跨省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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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聘市场部经理：2名；储备
店员：3名；会计：2名；库管：1
名；行政人员：1名；售后人员：
3名（会驾驶优先）。
电话：18981456888（徐先生）

东鹏瓷砖 TOTO卫浴

通川区委对面临街门市
四间（约300m2，带玻璃橱窗）
对外出租。有意者请联系
18123196270陈女士。

门市出租
复兴中环花园有房屋三

套，现特价出售。单价：3280
元/平方米。
联系电话：15984750555

房屋出售

市内凤凰头一特色餐饮
店转让，面积约300平方米。
客源稳定，租金便宜。非诚
勿扰。电话:18381925162

旺铺转让黄家坝大桥前行300米
一厂房出租，4600平方米，水
电齐全，住房14间，可安装航
吊，交通方便，拖挂车可进出。
电话：18282211567刘先生

厂房出租

位于翠屏路175号（原达
县中医院）整栋楼对外出租。
联系电话：13989166668

商用楼出租

本店位于达州市达川区，
1000m2，国内一线连锁品牌，
客源稳定，设施设备齐全，停
车位充足，邻近大型商业综合
体，接手即可经营。联系人：
高先生18909240639

品牌餐饮旺铺转让

市内中心广场二楼电脑
城一门市，面积25平方米，带
租出售，可经商办公，价格面
议。电话：13668398999

门市出售

商用房出售
通川桥北头人行天桥

处临街 3楼一商用房出
售，街面无行道树遮挡，
363平方米，实际使用面
积500余平方米，双证齐，
中式精装，价格面议，可按
揭。电话：13079099977
张先生

达州骨科医院
因业务发展需要，
现诚聘临床专业应

届毕业生、超声医师、护士长、
临床执业医师数名。地址：达
川 区 南 外 泰 宁 路 888号
0818—2765877

聘

通川区来凤路中心广场美时
尚地下商场（中心广场舞台
旁），桌球室门市对外出租，价
格面议。13619068800周

门市出租

我公司急需招聘建筑工
程建造师、施工员、安全员、质
量员、材料员、资料员，薪酬面
议。电话：13281709683

招 聘

四川煌歌集团招聘高管
一名，男，高中以上文化，55
岁以下。

电话：13684212089

招 聘

西外红星美凯龙有四间
办公用房（22楼，589m2）整体
出租，停车方便。

电话：15182896111

办公用房整体出租

西外团包梁一门市及商
业楼一、二、三层（1046m2）整
体 出 售 ；另 二 马 路 二 楼
（600m2）一商用房出租。

电话：13982806000

门市、商业楼出售

一新国际社区招聘
安全员1名，要求有相关
资质及经验者优先。

地址：达川区南客站
背后一新国际社区售楼
部三楼办公室

联系人：蒋女士
电话：13458183799
0818—2689678

招 聘

四川诚新医药有限公司
招聘销售员10名，采购员2
名，开票员3名。

电话：18881812611

招 聘

达州市军队离休退休
干部休养所现招办公文秘
人员一名，要求：大学本科
文凭，年龄30岁左右，有一
定的写作能力，能熟练操作
办公软件，有相关工作经验
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面
议。

联系人：汪女士
电话：18782897788

招 聘

位于翠屏路131号，面积
39.4平方米，两证齐全，价格
面议。现闺蜜内衣租用。

电话：13908248923

门市急售

位于市内繁华地段（华
阳旁）有一500余平方米临
街门市出租。

电话：13079038555

出 租

凤凰头凤凰小区（原行署
大院）5幢2楼有办公室出租，
面积 110余平方米，有停车
场。谢绝中介，不租住家。
1508665230113079036666

办公房出租

位于通川区复兴镇附近
一宗土地转让，交通便利，环
境优美，证照齐全，性质为商
业服务用地，面积30余亩。
电话：17748474997陈女士

土地转让

达川区南城一知名酒楼转
让（2500m2），客源稳定，接手
即可经营。有意者面谈。
电话：13982805005

18190713563

知名酒楼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