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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小龙虾，比夏天更早到广州

餐馆价格与去年持平，口味、做法更丰富

“我们店开了五年多，看着广

州小龙虾餐厅越来越多， 到现在

一到旺季无论是不是卖小龙虾的

店都也开卖小龙虾。 ”程大龙虾的

老板说。 市民刘女士对此也十分

认同。 “

2016

年的时候在大众点评

上找小龙虾餐厅才几百家， 家附

近的也就几家。 然而前几天搜索

的时候发现广州的在卖小龙虾的

餐厅已经超过了

3000

家， 而现在

还不是小龙虾的旺季。 ”

根据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联合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中

国水产学会发布的 《中国小龙虾

产业发展报告 （

2018

） 》 显示 ，

小龙虾养殖业产值约为

485

亿

元， 以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产

值约为

200

亿元， 以餐饮为主的

第三产业产值约为

2000

亿元 。

报告还显示 ，

2008

年至

2017

年

小龙虾产销量持续大规模增长 。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小龙虾

产业分会秘书 长蔡 俊 认 为 ， 从

需求端来看 ， 小龙虾是电商切

入 生 鲜 板 块 必 争 的 渠 道 ， 因

此 ， 未来几年， 小龙虾产业还将

处于增长状态。

在此背景下， 资深食品产业

分析师、 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

朱丹蓬建议， 小龙虾餐厅应尽早

积攒稳定的客源， 形成固定的消

费群体。 再者，应该与新生代消费

者结合，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

市场观察

小龙虾餐饮规模持续扩大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芳）

日前，2019

年度的“达能少年世界杯”中国赛区比赛

在广州正式开赛。今年的“达能少年世界

杯”中国赛区以“梦想必达，追球可能”为

主题， 共设有华南、 华东和西南三个赛

区，吸引近 2000 名少年球员参与。

在接下来三个月里， 来自全国各地

的 160 支足球队伍将在绿茵场上激烈竞

赛，历经外围小组赛、分赛区淘汰赛以及

全国总决赛的重重考验， 角逐中国赛区

冠军。 10 月，“达能少年世界杯”中国赛

区的冠军队伍将与高塘石竞技队球员们

一起，代表中国出征西班牙巴塞罗那。据

悉，达能少年世界杯是由 2000 年由达能

公司发起并赞助， 是面向全球 10 岁至

12 岁少年儿童的国际性足球赛事。

简讯

2019“达能少年世界杯”中国区开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芳 ）

4 月 8

日， 雅培旗下高端奶粉品牌恩美力全

新代言人———奥运“五金” 得主吴敏

霞，亮相“京东宝贝趴”，并在雅培与京

东联合发布的“元气成长大满贯”主题

活动上， 分享其独到的育儿理念和支

持宝宝成长的营养科学， 并与消费者

展开亲切互动， 为妈妈们刷新了育儿

贴士。

京东商城消费品事业部母婴采销

部总经理刘利振表示， 目前雅培在京

东的品牌旗舰店已拥有超过 400 万消

费者，恩美力销量突破了 1 千万罐，双

方的合作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未来，

继续整合双方优质资源， 发挥各自领

域优势，提供更好的体验和服务。

雅培恩美力代言人吴敏霞亮相“京东宝贝趴”

□

信息时报记者 陈雅菲

本应是夏日宵夜标配的小龙虾，在

今年，“跑赢” 了夏天到广州的速度，提

前出现在市民的餐桌上。记者近日注意

到， 小龙虾的身影较往年来得更早些，

不仅“登陆”了各大超市和菜市场，而且

多家小龙虾主题餐厅的营销也已拉开

帷幕。 据了解，今年小龙虾价格基本与

去年持平， 但在餐厅售卖的口味更多

元，除了“常规款”的十三香、油焖、清蒸

外，还有“创新款”的酸汤小龙虾、小龙

虾羊肉煲等。

餐厅提前开卖小龙虾

近日， 广东气温逐日回升， 三十

多度的天气让人有进入初夏的感觉。

但由于接下来还会有冷空气补充， 因

此广州暂时还不会入夏。 然而， 夏天

宵夜的标配———小龙虾， 已经来到市

民们的餐桌上。

“前几天想点个宵夜， 一打开美

团外卖， 竟然发现大部分的宵夜店都

已经开卖小龙虾了。 往年这个时候，

除了全年有卖小龙虾的松哥油焖龙虾、

半夜虾叫的小龙虾连锁品牌店， 其他

季节性的大排档都还没上架呢。” 家住

番禺的周先生向记者说。

记者注意到， 今年小龙虾登陆食

肆的时间确实比往年早。 一些休息了

小半年， 又或是借用其他食材“过冬”

的小龙虾主题餐厅也开始张罗着“重

出江湖”。

目前， 番禺区朝阳东路的一些大

排档已在门口摆出了小龙虾的招揽牌

匾， 售价在 68 至 138 元不等。 其中一

家“潮汕砂锅粥” 的餐厅也在门口贴

上了小龙虾的“上市告示”。

“今年新虾的上市时间比往年要

早一些， 随着货源越来越充足， 成本

比小龙虾秋冬淡季的时候有所降低，

我们也就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开了第三

家分店， 为今年的营销造势。” 珍姐

龙虾的老板珍姐告诉记者。

进货价较高 终端价持平

富山菜市场的一家水产店老板则告诉

记者， 虽然今年上市的时间比较早，

但是现在的货源比较少， 价格也比较

高。“小龙虾属于需要‘冬眠’的物种，今

年天气好，它们也‘醒得早’。 但是现在

上市的小龙虾个子都比较小，大一点小

龙虾现在还没有上市，一般到了5月底，

价格会降到一年最低价，到时候不仅价

格实惠，肉质也会更好。 ”

虽然进货价还是比较高，不过餐厅

单价并没有因此上涨。“价格跟去年一

样， 主要是考虑到顾客对涨价比较敏

感，容易流失顾客。 ”珍姐说。

记者注意到，今年广州餐厅售卖的

小龙虾口味也更加多元。 除了“常规款”

的十三香、油焖、清蒸，还有“创新款”的

酸汤小龙虾、小龙虾羊肉煲等。

为旺季流出准备和调整时间

据了解，小龙虾的盛产期在每年的

5 至 8 月份，价格呈季节性波动，在上市

旺季期间价格最低。 近几年，小龙虾上

市的时间一再提前，原本的“夏日标配”

的它提前出现了在清明前夕。 对此，有

业内人士表示，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养殖

方式和季节温度的影响。“随着小龙虾

的受欢迎程度逐年递增，价格高、市场

销量好， 农户也开始尝试大棚养殖，一

方面可提升小龙虾的肉质，一方面也可

提早上市时间。 再者，今年春天来得比

往年早，气温也比往年高，小龙虾上市

时间也会略有提前。”

而对于企业而言， 小龙虾提早上

市， 能够多积攒客源， 同时也为旺季

的到来留出更多准备和调整的时间。

一家餐厅老板向记者透露， 今年的小

龙虾生意比去年早了一个月， 主要原

因是近年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商

家们都想在小龙虾旺季到来之前率先

占领市场， 所以“开市” 格外早。

资深战略定位专家、 九德定位咨

询公司创始人徐雄俊介绍， 前两年，

一股小龙虾风席卷全国， 开店的数量

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疯涨， 商家们的危

机意识开始显现。 “在小龙虾淡季的

时候， 有些商家选择了其他菜品作为

替补， 但餐厅要形成一番稳定的竞争

力还是得在主营菜品小龙虾多下功夫，

所以企业变着法子从上市时间、 口味、

价格等方面吸引消费者。” 徐雄俊说。

▲

今年小龙虾口味更多。 受访者供图

小龙虾较往年提早了一个月上市。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