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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红油面皮系列及红油面皮延伸系列

·A版红油面皮

·王者荣耀联名版红油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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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四连包(清真只

有袋碗)

料包：粉包、油包、醋包

净含量：

袋装：110g*20 

碗装：110g*12

四连包：440g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找回初恋感觉的辣椒油：精选优质四

川辣椒，通过传统加工方式炼制而成

的红油，颜色红润亮丽，香气扑鼻，

只一口便让你找回初恋般面红心跳的

感觉；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A版阿宽红油面皮（红油酸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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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四连包

料包：粉包、醋包、酱包、实物包

净含量：

袋装：120g*20

碗装：120g*12  

四连包：480g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香到舔嘴唇的芝麻酱：精选优质白芝

麻，以传统工艺明火炼制而成的芝麻

酱包，香味醇厚、回味绵长；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A版阿宽红油面皮（红油麻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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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四连包

料包：粉包、油包、醋包

净含量：

袋装：115g*20

碗装：115g*12

四连包：460g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油泼面的灵魂油辣子：精选优质辣椒

干，精心配比，通过明火炼制红油，

色泽红亮、香辣回甜、辣而不燥。

面品-A版阿宽红油面皮（红油麻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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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四连包

料包：粉包、油包、醋包

净含量：

袋装：110g*20

碗装：110g*12

四连包：440g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精选花椒，麻味十足，回味悠长

面品-A版阿宽红油面皮（红油椒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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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

料包：粉包、油包、醋包

净含量：

袋装：110g*20 

碗装：110g*12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找回初恋感觉的辣椒油：精选优质四

川辣椒，通过传统加工方式炼制而成

的红油，颜色红润亮丽，香气扑鼻，

只一口便让你找回初恋般面红心跳的

感觉；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王者荣耀红油面皮（红油酸辣味）

25



产品规格：袋、碗

料包：粉包、醋包、酱包、实物包

净含量：

袋装：120g*20

碗装：120g*12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香到舔嘴唇的芝麻酱：精选优质白芝

麻，以传统工艺明火炼制而成的芝麻

酱包，香味醇厚、回味绵长；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王者荣耀红油面皮（红油麻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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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

料包：粉包、油包、醋包

净含量：

袋装：115g*20

碗装：115g*12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油泼面的灵魂油辣子：精选优质辣椒

干，精心配比，通过明火炼制红油，

色泽红亮、香辣回甜、辣而不燥。

面品-王者荣耀红油面皮（红油麻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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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

料包：粉包、油包、醋包

净含量：

袋装：110g*20

碗装：110g*12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面品-王者荣耀红油面皮（红油椒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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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

料包：酱包、泡椒酸菜包、葱包

净含量：

袋装：118g*20

碗装：118g*12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找回初恋感觉的辣川式红油辣酱：精

选优质四川辣椒、花椒、香料进行炒

制，红油飘香，多层次口味

古法泡制酸菜：遵循传统古法泡制工

艺，脆爽多汁

面品-王者荣耀红油面皮（红油酸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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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综合四连包

料包：酱包、泡椒酸菜包、葱包、醋

包、粉包等

净含量：

四连包：455g*12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面品-王者荣耀红油面皮（综合四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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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电商版红油面皮
·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酸辣味

·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麻辣味

·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麻酱味

·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椒麻味

·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甜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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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红油酸辣味

产品规格：袋、碗、4连包

料包：粉包、油包、醋包

袋装：100g*20 

碗装：100g*12

四连包：400g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上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找回初恋感觉的辣椒油：精选优质四

川辣椒，通过传统加工方式炼制而成

的红油，颜色红润亮丽，香气扑鼻，

只一口便让你找回初恋般面红心跳的

感觉；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酸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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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四连包

料包：粉包、油包、醋包

净含量：

袋装：105g*20

碗装：105g*12

四连包：420g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油泼面的灵魂油辣子：精选优质辣椒

干，精心配比，通过明火炼制红油，

色泽红亮、香辣回甜、辣而不燥。

面品-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麻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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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红油麻酱味

产品规格：袋、碗

料包：粉包、醋包、酱包、实物包

净含量

袋装：110g*20

碗装：110g*12

四连包：440g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上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香到舔嘴唇的芝麻酱：精选优质白芝

麻，以传统工艺明火炼制而成的芝麻

酱包，香味醇厚、回味绵长；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麻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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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红油椒麻味

包装形式：袋装/碗装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100g/袋（面饼75g），20

袋/箱；100g/碗（面饼75g），12

碗/箱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 线上电商

面饼非油炸，零添加剂

2cm宽面皮，Q弹劲道

网红口味，椒香爽口

面品-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椒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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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甜辣味

A级产品

口味：红油甜辣味

规格：袋

净含量：110g/袋，20袋/箱；

内容物： 面饼、酱包、油包

保质期：10个月

销售渠道：分销

Slogan: 宽面皮更有劲

电商版红油面皮出新口味（红油甜辣

味）

先甜后辣，引爆味蕾（甜辣反差）

面品-电商版红油面皮（红油甜辣味）

36



面品 红油面皮B版
·红油面皮B版麻辣味

·红油面皮B版麻酱味

·红油面皮B版酸辣味

·红油面皮B版卤香甜辣味

·红油面皮B版香卤麻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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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袋装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105g（面饼75g）*20袋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找回初恋感觉的辣椒油：精选优质四

川辣椒，通过传统加工方式炼制而成

的红油，颜色红润亮丽，香气扑鼻，

只一口便让你找回初恋般面红心跳的

感觉；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红油面皮B版酸辣味（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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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四连包

料包：粉包、醋包、酱包、实物包

净含量：120g（面饼80g）*20袋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香到舔嘴唇的芝麻酱：精选优质白芝

麻，以传统工艺明火炼制而成的芝麻

酱包，香味醇厚、回味绵长；

卤香十足：五香卤味打底，唇齿留香

面品-红油面皮B版麻酱味（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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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四连包

料包：粉包、油包、醋包

净含量：105g(面饼75g)*20袋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卤香味十足：辣卤风味，唇齿留香

面品-红油面皮B版香卤麻辣味（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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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袋装/碗装

料包：面饼、酱包、汤包、芝麻海苔

包

净含量：110g（面饼75g）*20袋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唇齿留香的甜辣卤酱：数十种香辛料

炒制酱料，加入古法红糖，辣甜爽口

酥脆的芝麻海苔：优选白芝麻，香酥

海苔

面品-红油面皮B版卤香甜辣味（袋/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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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四连包

料包：粉包、油包、醋包

净含量：110g(面饼75g)*20袋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油泼面的灵魂油辣子：精选优质辣椒

干，精心配比，通过明火炼制红油，

色泽红亮、香辣回甜、辣而不燥。

面品-红油面皮B版麻辣味（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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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红油面皮享惠版
·享惠版红油面皮酸辣味

·享惠版红油面皮麻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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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袋装、碗装、四连包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100g（面饼70g）*20袋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下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找回初恋感觉的辣椒油：精选优质四

川辣椒，通过传统加工方式炼制而成

的红油，颜色红润亮丽，香气扑鼻，

只一口便让你找回初恋般面红心跳的

感觉；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享惠版红油面皮酸辣味（袋/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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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袋装、碗装、四连包

料包：面饼、酱包、汤包、芝麻海苔

包

净含量：110g（面饼70g）*20袋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香到舔嘴唇的芝麻酱：精选优质白芝

麻，以传统工艺明火炼制而成的芝麻

酱包，香味醇厚、回味绵长；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享惠版红油面皮麻酱味（袋/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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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爱吃鬼红油面皮系列

·爱吃鬼红油面皮酸辣味

·爱吃鬼红油面皮麻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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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袋装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99g（面饼70g）*20袋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上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找回初恋感觉的辣椒油：精选优质四

川辣椒，通过传统加工方式炼制而成

的红油，颜色红润亮丽，香气扑鼻，

只一口便让你找回初恋般面红心跳的

感觉；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爱吃鬼版红油面皮酸辣味

47



包装形式：袋装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99g（面饼70g）*20袋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上

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选

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

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找回初恋感觉的辣椒油：精选优质四

川辣椒，通过传统加工方式炼制而成

的红油，颜色红润亮丽，香气扑鼻，

只一口便让你找回初恋般面红心跳的

感觉；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古

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香浓

郁。

面品-爱吃鬼版红油面皮麻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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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爱吃鬼系列

·爱吃鬼重庆小面麻辣味

·爱吃鬼兰州牛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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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杯装

料包：油包、粉包

净含量：63g（面饼45g）*12杯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上

非油炸面：采用高温挤压微膨化工艺

熟化（非油炸），优选小麦、配麦配

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面皮有嚼劲，

口感更好。

面馆范儿：记忆中重庆小面的味道；

好味道来自优选食材：选用四川上好

朝天椒为原料

小杯装刚刚好，随时随地尽享美味

面品-爱吃鬼重庆小面麻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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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杯装

料包：汤包、油包、佐菜包

净含量：75g（面饼45g）*12杯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上

非油炸面：采用高温挤压微膨化工艺

熟化（非油炸），优选小麦、配麦配

粉，减少小麦营养流失，面皮有嚼劲，

口感更好。

香而不辣，还原地道兰州牛肉面味道

浓郁的牛骨汤打底：口口清香，可以

和汤的面

劲道小面，免煮冲泡即食

小杯装刚刚好，随时随地尽享美味

面品-爱吃鬼兰州牛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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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中华汤面系列

· 西北兰州牛肉面

· 川式辣卤牛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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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西北兰州牛肉面

53

包装形式：袋装、碗装、杯装

料包：面饼（袋、碗是细圆面；杯

是挤压面）、汤包、油包、粉包

净含量：96g*20袋、96g*12碗、

69g*12杯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30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全渠道

做更对中国人“味”的面

味：香浓牛骨原汤，文火慢熬

面：毛细面（袋、碗）、韭叶面

（杯）劲道爽滑，非油炸，无负担

料：经典搭配，香葱香菜配油泼辣

子，色香味俱全



面品-川式辣卤牛肉面

54

包装形式：袋装、碗装、杯装、连

包装

料包：面饼、汤包、油包、粉包

（袋、碗、连包）、菜包（杯）

净含量：100g*20袋、100g*12碗、

70g*12杯、400g*12提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 18-30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全渠道

做更对中国人“味”的面

味：川式辣卤地道滋味，鲜香辣味

刺激，回味无穷

面：韭叶面劲道爽滑，非油炸，无

负担

料：十三种天然香料，先炒后炸再

煮熬制卤味汤包、油包，惹味悠长



面品 鲜拌面系列

·甜水面A版

·甜水面B版

·甜水面黑鸭味

·武汉热干面

·跳跳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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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自立袋

料包：鲜湿面体、酱包、油包、酱油

包、花生包、粉包、牛肉包

净含量：270g/袋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25-35岁年轻人群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百分百还原地道成都味

方形棍棍面——乳酸保鲜

红糖辣酱、牛肉脆哨

面品-老成都甜水面甜辣牛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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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自立袋，盒装

料包：乌冬面：200g糖浆包：25g        

红油包：24g 酱油包：11g 花生包

：10g   粉包：6g

净含量：270g（面饼200g）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18岁-25岁与学生群体，

中档消费档次，关注特产美味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即食料理,还原真实甜水面

一口清甜、两口香醇、三口回辣

精心调制，红糖芝麻花生三酱融合，

大厨潜心研究复制甜酱油包

大粒芝麻与花生

面品-成都甜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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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自立袋

料包：面饼、酱包、花生包、风味包

净含量：275g/袋（乌冬面200g）

，20袋/箱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 18-28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特制酱包，辣甜爽口：数十种香辛

料炒制酱料，辣甜爽口

非油炸保鲜湿面，复水更快

一分钟即可享受黑鸭美味

面品-成都甜水面（黑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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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自立袋

料包：面饼、油包、粉包、风味包

净含量：255g/袋，20袋/箱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8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优质小麦：来自北纬42°小麦，自然

环境得天独厚，绿色种植，光照充

足

面条乳酸保鲜：工艺安心，造就Q弹

绵密口感

特制酱包：酱香溢口，还原本真武

汉热干面味道

一分钟即可享受武汉美味：非油炸

湿面，复水更快

面品-武汉热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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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保鲜免泡面体，一分钟即享美

食童年记忆跳跳糖，舌尖的舞蹈

6包料，还原四川糖醋麻辣味

包装形式：自立袋

料包：方便湿面体、油包、汤包、粉

包、醋包、清水豆芽包、跳跳糖包

净含量：255g*20袋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5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抖音

面品-跳跳凉面（四川糖醋麻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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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火鸡面系列

·中式火鸡面

·韩式火鸡面

·咸蛋黄火鸡面

·辣白菜火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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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袋、碗、连包

料包：酱包

净含量：

袋装：105g*20袋

碗装：105g*12碗

四连包：420g*12提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5mm非油炸细面：

面饼200度高温熟化非油炸，优选小

麦磨制颗粒面粉，减少小麦营养流

程，面条有嚼劲，口感更好。5mm

细面，更好吸收调味料，更入味；

四川辣遇上韩国甜：

精选上等四川辣椒，自然风干，

100%保留辣椒威力，遇上甜辣风味

的韩式辣酱，入口辣，回味微甜，

享受双重味蕾体验。

面品-中式火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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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油炸面条，可泡可煮更方便

网红口味，劲辣爽口

还原地道韩国风味

包装形式：袋、碗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105g/袋（面饼75g），20

袋/箱；105g/碗、12碗/箱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面品-韩式火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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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油炸，实则非油炸的方便面，

面体筋道、Q弹爽滑、健康无负担。

咸蛋黄、火鸡面双重口味。2种流行

口味跨界组合，口味新颖、协调。

沙沙口感，咸香甜辣，好吃到劈叉，

网黄产品值得拥有。

产品规格：袋装

料包：面饼75g、咸蛋黄风味包24g

、火鸡面风味包14g

净含量：111g*20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18岁-25岁与学生群体，

中档消费档次，关注特产美味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面品-咸蛋黄火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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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油炸，实则非油炸的方便面，

面体筋道、Q弹爽滑、健康无负担。

大块辣白菜、脆甜多汁、爽口鲜香

产品规格：袋装

料包：面饼75g、辣白菜风味包、火

鸡面风味包

净含量：135g*20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岁-25岁与学生群体，

中档消费档次，关注特产美味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面品-辣白菜火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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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大厨外卖系列

·上海葱油拌面

·陕西油泼面

·兰州牛肉面

66



包装形式：自立袋

料包：面饼、干葱节油、酱包

净含量：

110g/袋（面饼80g），20袋/箱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8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10段制面味如煮面（非油炸）

超长焦葱葱香四溢

冻干海虾Q弹美味

分段熬油还原本帮味

面品-上海葱油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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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自立袋

料包：面饼、油包，豆芽风味包，竹

笋胡箩卜风味包，汤包，醋包，佐菜

包

净含量：190g/袋、20袋/箱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 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10段制面味如煮面（非油炸）

60G的鲜菜包菜量暴击

精选秦椒解密口味的秘密

高温油泼椒香四溢

面品-陕西油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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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自立袋

料包：面饼、清水萝卜风味包、佐菜

包

净含量：156g/碗、20袋/箱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22-30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20mm 整片牛肉

牛骨头汤汤清气香

清香白萝脆甜多汁

大厨红油 九香一辣

面品-兰州牛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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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地方特色系列

·老成都甜水面C版

·重庆小面麻辣味

·重庆小面酸辣味

·四川酸辣荞麦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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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形式：袋装、碗装

料包：面饼、酱包、油包

净含量：110g*20袋；110g*12碗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 18-35岁年轻群体

成都网红口味，鲜甜又爽辣

味：拌出来的正宗成都味

面：阿宽面皮就是劲道

料：芝麻香浓红糖醇香，唤醒你沉

睡的味蕾

面品-老成都甜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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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m非油炸细面：

面饼200度高温熟化非油炸，优选小麦

磨制颗粒面粉，减少小麦营养流程，面

条有嚼劲，口感更好。2mm细面，更

好吸收调味料，更入味；

特制一包好红油：

精选辣椒干，配以花椒及白芝麻，再加

入洋葱、香菜等多种蔬菜一起通过明火

炼制而成的红油，色泽红亮、辣而不燥、

香味醇厚、回味绵长；

好“香”你香芝麻：

香浓醇白芝麻，芝麻片片包裹，带来齿

间小惊喜，口口生香、回味无穷。

产品规格：袋、碗、五连包

料包：面饼、骨汤包、油包、实物包

净含量：105g/袋、碗（面饼70g）

525g/提（面饼70g*5）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认领渠道：线上营销中心、线下营销

中心、分销营销中心

面品-重庆小面（麻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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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熟化面体，非油炸

特色劲道小面

酸爽酷辣料包

口口鲜香、辣而不燥，回味无穷

产品名称：地方特色重庆小面酸辣味

包装形式：袋

产品规格： 110g*20袋/件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8岁年轻群体

面品-重庆小面（酸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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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出圈的荞麦面皮

爽口劲道一嚼上瘾

味：劲爽酸辣，无负担

面：粗粮细作，麦香浓郁

产品名称：地方特色荞麦面皮酸辣味

包装形式：袋、碗

料包：面饼、油包、粉包、醋包

净含量：105g*20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22-35岁年轻群体

面品-荞麦面皮（酸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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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铺盖面系列

·四川铺盖面牛肉火锅味

·四川铺盖面劲爽酸汤味

·四川铺盖面番茄浓汤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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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

选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

流失，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辣椒花椒，绝味双椒：精选优质辣

椒、花椒，以传统工艺明火炼制而

成的火锅风味酱料，火锅风味浓郁，

麻辣鲜香，回味无穷。

产品规格：袋、碗

料包：粉包、酱包、粉包

净含量：

袋装：110g*20

碗装：110g*12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下营销中心、分销营销

中心

面品-四川铺盖面（牛肉火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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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m非油炸细面：

面饼200度高温熟化非油炸，优选小

麦磨制颗粒面粉，减少小麦营养流

程，面条有嚼劲，口感更好。2mm

细面，更好吸收调味料，更入味：

秘制炒料、酸辣爽口

产品规格：袋

料包：面饼、油包、实物包

净含量：115g/袋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分销营销中心

面品-四川铺盖面（劲爽酸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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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m非油炸宽面皮：采用高温挤

压微膨化工艺熟化（非油炸），优

选小麦、配麦配粉，减少小麦营养

流失，面皮有嚼劲，口感更好。

非油炸方便面皮，口感劲道爽滑。

严选原料、由明火炒制而成的酱料，

番茄味浓郁。

产品规格：袋、碗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125g/袋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面品-四川铺盖面（番茄靓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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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巷子面系列

·重庆小面

·兰州牛肉拉面

·椒麻拌面

·麻酱面皮

·黑鸭味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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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m非油炸细面饼：面饼200度高

温熟化非油炸，优选小麦磨制颗粒

面粉，减少小麦营养流程，面条有

嚼劲，口感更好。

油辣子：精选优质辣椒，红油辣子

香翻天，麻辣鲜香家常好味道。

产品规格：袋、碗、连包

料包：酱包、粉包

净含量：

袋装：95g*20

碗装：95g*12   

5连包：475g*12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面品-重庆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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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m非油炸细面饼：面饼200度高

温熟化非油炸，优选小麦磨制颗粒

面粉，减少小麦营养流程，面条有

嚼劲，口感更好。

原汤包：汤鲜味浓，牛骨原汤味炸

裂，面香不怕巷子深。

产品规格：袋、碗、连包

料包：酱包、粉包

净含量：

袋装：95g*20

碗装：95g*12  

5连包：475g*12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面品-兰州牛肉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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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饼非油炸，零添加剂

2mm细面皮，劲道爽口

网红口味，椒麻劲爽

包装形式：袋装、碗装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95g/袋（面饼70g），20

袋/箱；95g/碗（面饼70g），12碗

/箱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面品-四川椒麻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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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到舔嘴唇的芝麻酱：精选优质白

芝麻，以传统工艺明火炼制而成的

芝麻酱包，香味醇厚、回味绵长；

古法酿制的四川老陈醋：遵循传统

古法酿制工艺，陈醋酸而不涩，回

香浓郁。

包装形式：袋装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100g/袋，20袋/箱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面品-麻酱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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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酱包，辣甜爽口：数十种香辛

料炒制酱料，辣甜爽口

Q弹面体，爽滑弹牙

包装形式：袋装、连包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100g/袋，20袋/箱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

道 、电商

面品-黑鸭味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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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品 特惠系列

·酸汤小面定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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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酸味浓，面好汤更鲜

一口好汤让你味觉大开！

非油炸方便细面,口感劲道爽滑

精心炒制酸爽酱包（泡椒、酸菜、

泡萝卜）

酸辣鲜香面汤搭配爽滑劲道面体，

酸爽过瘾

产品名称：酸汤小面

包装形式：袋

料包：面饼、酱包、粉包

净含量：80g*20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 22-35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上快手

面品-酸汤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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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 经典系列

·酸辣粉

·肥肠味粉

·麻辣烫粉

·酸菜鱼味粉

·综合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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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域美食，始于2001年。三重升

级，味道更成都。

粉体升级：全新工艺配方，让粉丝更软

糯、更顺滑，手中的筷子根本停不下来

。

经典霸道口味：汤底更醇香浓郁，入口

鲜香麻辣，辣不盖鲜。融合糊香、酥香

、油香三大特点，多端温度炼油工艺制

成的成都特色的红油。

配料升级：香脆黄豆躺在红油辣子的汤

中，在翻转间调和醋的味道。裙带菜和

豆皮的加入，让口感更丰富、层次分明

。

产品规格：袋、碗、五连包（清真仅

袋、碗）

料包：油包、粉包、醋包

净含量：

袋装：108g*12（粉饼60g）

碗装：108g*12（粉饼60g）

五连包：540g/提（粉饼60g*5）

保质期：12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酸辣粉（清真/非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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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肥肠味、经典老味道

Q弹带劲、一嗦到成都

浓郁肥肠味、一闻销魂

良心配料、口感更丰富

三重升级，味道更成都。

Q弹带劲 一嗦到成都：粉丝更软糯、

顺滑、入味，配上浓浓的肥肠味汤底，

嗦粉根本停不下来。地道肥肠味，经典

老味道

汤红味美，辣气腾腾，一碗销魂

良心配料 口感更丰富，配料升级，加

料又加量！酥脆黄豆、美味豆皮 丰富

搭配让每一口味道，更有层次。

产品规格：袋、碗、五连包

料包：酱包、油包、粉包、实物包

净含量：

袋装：108g*12（粉饼60g）

碗装：108g*12（粉饼60g）

五连包：540g/提（粉饼60g*5）

保质期：12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粉丝-肥肠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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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油火锅香、地道成都味

Q弹带劲、一嗦到底

香辣红油、霸道十足

足量配料、巴适的板

三重升级，味道更成都。

粉体升级：全新工艺配方，粉丝更软糯

、顺滑、入味，配上浓浓的牛油火锅汤

底，嗦粉根本停不下来。

还原线下麻辣烫，更浓郁的牛油火锅味

，一碗粉，一屋香，超霸道。入口醇香

浓郁，麻辣过瘾。

足量配料、巴适的板：配料升级，加料

又加价！酥脆黄豆、软嫩裙带菜、美味

豆皮、丰富搭配，让每一口味道更有层

次。

产品规格：袋、碗、五连包

料包：酱包、粉包、实物包

净含量：

袋装：105g*12（粉饼60g）

碗装：105g*12（粉饼60g）

五连包：525g/提（粉饼60g*5）

保质期：12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麻辣烫粉

90



三粉特制，爽滑劲道

老坛陈泡，酸香鱼味

采用红薯淀粉、木薯淀粉、玉米淀粉三

粉混合，独特的配比，粉丝劲道、滑爽

度入口第一秒就知道。

不一样的酸菜鱼粉：清澈的油底、诱人

的花椒，粉丝滑嫩，咬下去却又是紧实

的口感，粉丝和酸菜相辅相成，又酸又

香。

酸菜口味：选用地道的陈坛酸菜、泡姜

、泡辣椒等四川泡菜风味原料，伴随着

泡辣椒的点缀，散发在口腔中，荡气回

肠，醉人心扉。

产品规格：袋、碗

料包：酱包、粉包、风味包

净含量：

袋装：110g*12（粉饼66g）

碗装：110g*12（粉饼66g）

保质期：12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重庆酸菜鱼味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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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装粉丝涵盖了4种特色口味粉丝：

酸香味足的酸辣粉

成都特色的肥肠味粉

麻辣浓郁的麻辣烫粉

酸爽开胃的酸菜鱼味粉*2

包装规格：五连包

净含量：541g/提（粉丝66g*5）

保质期：12个月

粉丝-综合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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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 陈记鲜粉系列

·成都粉节子

·成都冒节子肥肠粉

·老成都肉臊酸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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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糯耙弹，爆辣流汁。

2、精选土豆粉、0脂肪更轻松，精妙

中空设计、易煮熟更入味，粉体软糯耙

弹、口感超级棒！

3、四大料包、足够过瘾：用料超丰富，

辣酱和麻酱香拌，海苔和花生碰撞，口

口香脆、满嘴爆浆，香辣不腻，余味绵

长。

4、四分钟，开启软甜辣时刻

产品规格：自立袋、精装版

料包：辣酱包、麻酱包、海苔碎包、

花生包、（精装版多了一个风味萝卜

包）

净含量：

自立袋：219g*12（粉条170g）

精装版：239g*12（粉饼170g）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主流渠道

粉丝-成都粉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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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鲜漏粉爆汁卤肥肠

传统鲜漏粉，爽滑有嚼劲

一杯六包料，多料多好味

1、在成都，冒节子肥肠粉才是正宗

肥肠粉！

2、肥肠一定要能爆汁，才是冒节子

肥肠粉！还原餐馆耙肥肠口感，18

种香料 80℃低温闷卤入味，锁鲜保

存水油充足，汤汁浸泡一口爆汁

3、粉一定要传统漏粉，才是冒节子

肥肠粉！湿粉含水量50%以上，鲜

湿粉锁住Q弹；传统漏粉工艺，非油

炸，热水煮熟；3mm餐馆级粗粉，

晶莹透亮 有筋丝；

4、大骨原汤打底，经典红油调味，

融合川式辣卤味

产品规格：自立袋、精装版

料包：汤包、酱包、油包、肥肠包、

实物包、酥脆豌豆包

净含量：

上圆下方杯：240g*6杯（粉饼160

克）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上营销中心主卖、其他

营销中心为辅

粉丝-成都冒节子肥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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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炒鲜肉臊，干拌味更浓

传统鲜漏粉，爽滑有嚼劲

一杯六包料，多料多好味

1、第一款干拌的酸辣鲜粉

2、精选里脊和后腿肉，肥瘦黄金比

例，煸出油香；配以各种调味料炒

出香味；灵魂肉臊子，每一口都能

嚼出肉粒香

3、传统鲜漏粉，爽滑有嚼劲；湿粉

含水量50%以上，鲜湿粉锁住Q弹；

传统漏粉工艺，非油炸，热水煮熟；

3mm餐馆级粗粉，晶莹透亮 有筋丝；

4、50g实物料包，嗦粉更快乐；红

油融入酱汁，加入香醋与肉臊子、

香辣花生和豆芽一起搅拌地道酸辣

味，口口肉酱香，让嗦粉快乐无穷

产品规格：上圆下方杯

料包：酱包、粉包、20g豆芽包、

20g干香肉臊包、10香脆花生包、醋

包

净含量：

上圆下方杯：230g*6（粉条160g）

上圆下方杯：230g*12（粉条160g

）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线上营销中心、分销营销

中心主卖、其他营销中心为辅

粉丝-老成都肉臊酸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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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 轻烹系列

·重庆酸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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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煮可泡，爽滑弹牙

陈年食醋，酸中代表

秘制油辣子，香味四溢

酥脆小黄豆，香脆可口

1、挤压工艺造就鲜活湿粉，口感滑爽

劲道。

2、汤底的酸辣与蔬菜的清爽脆嫩搭配

得恰到好处，再与黄豆香脆相结合，吃

起来去油解腻，而且香味在唇齿间显得

更加浓。

3、正宗的酸辣粉，既不用山西醋也不

用镇江香醋，只用四川独有的麸醋。这

样的醋酸香浓厚，气味绵长适口

包装规格：袋

料包：油包、粉包、醋包、实物包

净含量：240g/袋，（粉条180g）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重庆酸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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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 成都勾魂系列

·成都鲜椒勾魂粉

·成都鲜椒勾魂羊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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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到叫，辣到跳

1、鲜椒：真鲜椒看得见，精选四川小

米辣，辣中带鲜，香味十足

2、鲜汤：浓郁骨汤，鸡油提味一碗鲜

汤为一碗粉注入灵魂汤底

3、鲜物：鲜笋+木耳，最佳拍档，鲜

嫩脆爽的体验，每一口都能拥有

4、粉弹：铺浆蒸熟工艺，100%非油

炸粉体，无添加，更Q弹，更爽滑

包装规格：自立袋

料包：鲜椒风味包、汤包、鸡油包、

木耳笋片包、葱包、花生包

净含量：145g*20袋（粉饼60克）

保质期：9个月

消费群体：26-35岁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成都勾魂鲜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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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鲜味美，一嗦入魂！

冬季必备，暖心暖胃！

1、鲜汤：正宗简阳羊肉汤风味，羊肉

原汤，羊油提味，色白、汤鲜、味浓，

让人回味无穷；

2、鲜椒：真鲜椒·看得见，精选四川小

米辣，辣中带鲜，香味十足

3、鲜物：鲜甜的白萝卜，早已是羊肉

汤的灵魂搭档，这一次也不可缺少

4、粉弹：铺浆蒸熟工艺，100%非油

炸粉体，无添加，更Q弹，更爽滑

包装规格：自立袋

料包：酱包、油包、实物包、清水萝

卜包、小米辣椒包、香辣花生包

净含量：155g/袋 （粉饼60g）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24-29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成都勾魂羊肉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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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 大BOSS系列

·酸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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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料，更满足

超多配料，超大满足

创新涂布粉，爽滑入味

酱香酸辣爽口

豆皮豆芽爽脆搭配

1、采用优质红薯、马铃薯淀粉，涂布蒸熟工

艺，剔透爽滑丝丝入味。

2、特别技术制作的鲜活豆芽以及航天冻干FD

技术的丰富实物加入，让人每一口都能充分

感受鲜活实物与爽滑粉条搭配出的醇厚酸辣

风味。有料，才是大boss！

3、明火炼制而成的酱料型调味包以及不同种

类的辣椒粉相融，再搭配醋香浓郁、气味绵

长的四川麸醋，重新定义了酸辣不一样的口

感体验。

包装规格：杯

料包：粉饼，酱包，粉包，醋包，豆

芽包，佐菜包，实物包

净含量：145g/杯（粉饼60g），酱

包30g，粉包9.5g，醋包12g（小酸

辣醋），豆芽包:20g，佐菜包4.5g，

实物包：10g

保质期：9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大BOSS酸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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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 小白君系列

·酸辣粉

·花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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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油炸粉饼，不含明矾。采用红薯

淀粉、木薯淀粉、玉米淀粉三粉混合，

独特的配比，粉丝劲道、滑爽度入口第

一秒就知道。

2、汤底的酸辣，吃起来去油解腻，香

味在唇齿间显得更加浓。

3、脆口小黄豆：缠绵口感外香酥爽脆。

产品规格：袋、碗、五连包

料包：油包、粉包、醋包

净含量：

袋装：85g*12（粉饼60g）

碗装：85g*12（粉饼60g）

五连包：425克/提（粉饼60g*5）

保质期：12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小白君酸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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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红薯淀粉、木薯淀粉、玉米

淀粉三粉混合，独特的配比，粉丝

劲道、滑爽度入口第一秒就知道。

2、等比例蒜蓉炒制，配料添加等比

例蒜蓉，在保证蒜香的同时，也起

到去腥提鲜的目的。

3、汤底鲜味十足，以花甲调味，汤

底满满鲜味。

产品规格：袋、碗

料包：酱包、粉包

净含量：

袋装：90g*12（粉饼60g）

碗装：90g*12（粉饼60g）

保质期：12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分销渠道专供

粉丝-小白君花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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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 阿宽红油苕皮系列

·粉耗子甜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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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秒速享，干拌不用煮
解锁鲜粉技术，免煮泡食超方便

100%纯红薯

口感耙弹软糯

8种香料，一比一还原线下烧烤味

红油一倒，整个味蕾都开始燃烧

辣椒面一撒，仿佛置身烧烤摊摊

灵魂酸豇豆一拌，就是那味儿了

重度烤苕皮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

名称：阿宽红油苕皮烧烤味

包装形式：205g/袋

内容物：苕皮包150克；20g油包；

9.6g粉包；1.2g实物包；20g豇豆包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东北特色粉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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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 阿宽粉耗子系列

·粉耗子甜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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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糯弹牙，甜辣风味，酥脆花生

1、3种酱包精心搭配调制甜辣味；

2、粉条采用高温灭菌保鲜工艺，土豆

淀粉与木薯淀粉黄金比例搭配而制成，

口感软糯弹牙；

3、酥脆花生带来丰富口感。

4、轻松煮制4-5分钟，宅家享美味，

动手DIY，好味道可以更简单。

5、东北粉耗子，四川甜辣味，碰撞火

花，灵魂直击，元气爆棚，中空粉耗子，

软糯弹牙爆汁甜辣爽。

名称：东北特色粉耗子

包装形式：290g/袋

内容物：240g粉条+20克油包+12

克酱包+12克汤包+10克花生包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东北特色粉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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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 阿宽有料系列

·有料酸辣粉

单身贵族系列

·乌鸡山珍

·酸汤老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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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红薯淀粉、木薯淀粉、玉米

淀粉三粉混合，独特的配比，粉丝

劲道、滑爽度入口第一秒就知道。

2、明火炼制而成的酱香型调味包以

及不同种类的辣椒粉相融，再搭配

醋香浓郁、气味绵长的四川麸醋，

油炸豌豆好酥脆，重新定义了酸辣

不一样的口感体验。

3、天地杯有效保温，精致生活手握

美食。

4、粉饼搭配6包料，丰富食材，酸

辣有料。

名称：阿宽有料酸辣粉（6包料）天

地杯

包装形式：130g/杯

内容物：粉饼60克 酱包28克 豆

丁8克 醋包18克 粉包7克 蔬菜

包5.5g 酥脆豌豆包10g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传统渠道 大型现代渠道

电商

粉丝-有料酸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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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 单身贵族系列

·乌鸡山珍

·酸汤老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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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用优良品种的红薯，制作精良，

粉丝晶莹，口感滑腻不易断。高温熟

化，非油炸工艺，绿色健康。

2、免煮冲泡，简单快捷。

3、酸爽汤底，搭配浓郁老鸭风味，一

口酸爽开胃，一杯香浓回味，大粒香

菇、清甜枸杞、香浓高汤。

产品规格：杯

料包：酱包、粉包、实物包

净含量：

杯：70g*12（粉饼45g）

保质期：12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渠道 ：分销渠道专供

粉丝-单身贵族系列酸汤老鸭味方便粉丝

114



1、选用优良品种的红薯，制作精良，

粉丝晶莹，口感滑腻不易断。高温熟

化，非油炸工艺，绿色健康。

2、乌鸡山珍、酸爽解腻：酱料选用地

道的陈坛萝卜、香菇、枸杞等风味原

料，辅以乌鸡高汤，明火炒制，酸爽

解腻。

产品规格：杯

料包：酱包、粉包、实物包

净含量：

杯：70g*12（粉饼45g）

保质期：12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渠道 ：分销渠道专供

粉丝-单身贵族系列乌鸡山珍味方便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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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线 地方特色系列

·四川鲜椒勾魂米线

·贵州花溪牛肉粉

·广西风味螺蛳粉

·四川绵阳米粉

·桂林米粉

·新疆炒米粉

·新疆酸菜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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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鲜椒勾魂米线，鲜辣麻香，口

味地道纯正，其独特的鲜辣与鲜香

风味令人回味无穷。

2.鲜粉采用优质大米精制而成，洁白

有韧性，爽口滑嫩。

3.精选优质新鲜小米辣椒，椒皮鲜红

有光泽，鲜辣味十足，带皮花生粒

，酥脆可口。

4.精选优质浓缩鸡油，油香浓郁，味

鲜醇厚，传统工艺熬制汤料，鲜美

醇厚，拌合新鲜小米辣等多种佐料

，鲜辣分明，味美爽口。

产品规格：自立袋

料包：鸡油包、汤包、辣椒包、葱包

、木耳笋片包、花生包

净含量：

袋装：310g*12（米粉200g）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全渠道

米线-四川鲜椒勾魂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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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溪牛肉米粉选用多髓牛骨，熬成

鲜浓原汤，配上爽滑的蒸气米粉

2.提味的胡辣椒：冲泡完毕的米粉混

入胡辣椒，清新麻香。

3.秘制调料更是精选十几种香辛料进

行直火熬煮，牛肉香味完全融合，

汤鲜味美，搭配FD冻干牛肉、大颗

粒蔬菜及美味香菜，可谓色香味俱

全

包装规格：自立袋

料包：酱包、油包 、煳辣椒包、蔬

菜包、佐菜包

净含量：260g/袋 （米线200g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全渠道

米线-贵州花溪牛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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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螺蛳粉是柳州广受大众欢迎的小吃，

酸、辣、鲜、爽、烫，五味相交融；

2.腐竹和花生都要用油炸，这样花生

更油酥，腐竹更爽脆；

3.地道酸笋味道奇异，也就是螺蛳粉

“臭”的根源，但吃起来脆爽开胃

让人又爱又恨。

4.汤料的最佳配比辅以蔗糖调味，这

样螺蛳的腥味也就自动隐匿在这鲜

甜之下。

包装规格：自立袋

料包：油包、汤包、醋包、酸笋包、

豇豆木耳包、腐竹包、花生包

净含量：355g/袋 （米线200g）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全渠道，以线下为主

米线-广西风味螺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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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绵阳地区当地特色风味食品，

米粉用籼米制成，粉丝非常纤细，

容易吸汤，口感爽滑，吸饱汤汁的

粉条又软又劲道。

2、好米粉离不开好浇头，配上海带

丝，老坛酸菜等小料，柔顺爽滑的

米粉，整体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包装规格：自立袋

料包：油包、酱包、醋包、海带包、

酸菜包、蔬菜包

净含量：175g/袋 （米粉70g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全渠道

米线-四川绵阳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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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粉采用高温灭菌保鲜工艺，还原

米粉本身的品质和香气，口感软糯弹牙；

2、酥脆豌豆、酸爽酸笋、冻干肉粒带

来丰富口感。

3、多味香料熬制卤水包，香料配够，

香浓有道。

4、卤水鲜香滋美 肉菜满口回香

5、特色锅烧猪油，高温激发香气，香

而不腻。

6、一粉两吃，原味吃法（不加酸笋、

鲜椒包）感受卤汁油香的米粉，经典吃

法加酸笋和鲜椒，酸爽带劲，口感层次

丰富。

名称：阿宽桂林米粉

包装形式：290g/袋

内容物：200g粉条+28克卤水包

+15克油包+15酸笋包+1克实物包

+15g酥脆豌豆包+15g辣椒风味包

+4g冻干肉块包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认领渠道：暂无

米线-桂林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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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料酱包由4种不同品种的辣椒提

色增香，10余种香辛料与甜面酱、番

茄酱等多种酱料经高温慢炒，再由20

余种调料精心搭配而成；120g酱 “疆”

湖传说，足量才够味

2、米粉采用高温灭菌保鲜工艺，还原

米粉本身的品质和香气；

3、绝佳配菜，风干芹菜与酥脆豌豆

4、食用可简易冲泡而食，也可匠心炒

制，加入喜欢的蔬菜和肉类一同烹饪。

5、产品具有微酸、后辣、鲜、爽的独

特风味，浓郁酱汁，非常美味。属新疆

地道特色美食。

名称：阿宽新疆炒米粉

包装形式：335g/袋

内容物：200g湿米线+120g秘制酱

料+12g豌豆+3g风干芹菜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全渠道

米线-新疆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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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酸爽加入！比爆辣更开胃！特

制风味酸菜包，酸酸辣辣更好吃

；

2、超满足~115克大酱包，浓郁

裹身；

3、酱汁浓厚，重口爆辣；

4、筋道粗米粉，Q弹爽滑，满满

香辣诱惑。

产品名称：新疆酸菜炒米粉

包装形式：自立袋

产品定级：S级，阿宽，地方特色系

列

产品组成：湿米粉、酱包、30g酸菜

包（脆芹菜、脆卷心菜）、10g豌豆

包

净含量：355g*20袋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 18-24岁年轻群体

米线-新疆酸菜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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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线 煮粉系列

·南昌拌粉

·长沙猪油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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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昌最出名也最受大众欢迎的小

吃米粉。具有酸、辣、鲜、爽的独

特风味，非常美味。

2、鲜辣萝卜干，酸香外婆菜，酥脆

花生米，风干小葱段，实物丰富；

3、酱料由酱油、多种天然香辛料等

原料调配而成，底味浓郁；

名称：南昌拌粉

包装形式：200g/袋

内容物：米粉包120克 酱包辣椒油

包、香油包、花生包、萝卜干风味包

、外婆菜风味包、实物包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认领渠道：线上营销中心

米线-南昌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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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稻籼米粉，筋道入味，爽滑Q

弹；

2、超多实物搭配，超强满足感；

3、萝卜干的鲜椒风味搭配豇豆木耳

的爽脆，口感与风味的双重体验；

4、严选食材，还原地道长沙风味；

名称：长沙猪油拌粉

包装形式：195g/袋

内容物：米粉包120克 酱包、油包

、蔬菜包、实物包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认领渠道：线上营销中心

米线-长沙猪油拌粉

126



米线 阿宽米线系列

·螺蛳粉

·勾魂鲜椒米线

·阿宽米线绵阳米粉

·阿宽米线花溪牛肉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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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螺蛳粉

包装形式：袋115g*20、碗

115g*12

内容物：干米线65g、酱包32g、酸

笋包15g 、粉包 3.5g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认领渠道：分销、线下

米线-阿宽米线螺蛳粉

1、采用优质大米精制而成的

米粉，米线细腻、柔软，秘制

香辛料融合鲜香注入绵阳米粉

灵魂

2、因一碗米线而向往一座城。

3、酸辣风味融合鲜甜汤底，

加入酸笋，风味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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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优质大米精制而成的米粉，

米线细腻、柔软，秘制香辛料融合

鲜香注入绵阳米粉灵魂

2、因一碗米线而向往一座城。

3、采用新鲜小米辣，破碎成辣椒汁

液，融入汤料中，鲜辣适口，回味

无穷。

名称：勾魂米线鲜辣味

包装形式：袋105g*20、碗

105g*12

内容物：米线65克 汤包27克 油包

10克 粉包8克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分销

米线-阿宽米线勾魂米线鲜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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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优质大米精制而成的米粉，

米线细腻、柔软，秘制香辛料融合

鲜香注入绵阳米粉灵魂

2、因一碗米线而向往一座城。

3、好米粉离不开好浇头，柔顺爽滑

的米粉，整体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纤细米粉，容易吸汤，口感爽滑，

吸饱汤汁的粉条又软又劲道。

名称：绵阳米粉

包装形式：袋100g*20、碗

100g*12

内容物：干米线65g、酱包28g、粉

包8g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认领渠道：分销

米线-阿宽米线绵阳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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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优质大米精制而成的米粉，

米线细腻、柔软，秘制香辛料融合

牛肉鲜香注入贵州灵魂

2、因一碗米线而向往一座城。

3、秘制调料精选十几种香辛料直火

熬煮，牛肉香味完全融合，汤鲜味

美，色香味俱全。

名称：花溪牛肉米线

包装形式：袋105g*20、碗

105g*12

口味：花溪风味

内容物：干米线65g、酱包27g、油

包10g    、粉包6.3g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认领渠道：分销、线下

米线-阿宽米线花溪牛肉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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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线 渠道定制系列

·拼多多新疆炒米粉

·绵阳米粉牛肉味

·绵阳米粉肥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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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爆辣口感，还原地道新疆炒米粉；

2、特制辣酱，武火慢炒，酱香味浓，

层次丰富；

3、酥脆豌豆，口口都香，一碗又香

又辣的新疆炒米粉诞生；

4、品质米粉，还原食材美味，优质

大米精制而成，米香浓郁，劲道爽

口；

5、免煮泡食，6分钟即享；

名称：爱吃鬼新疆炒米粉

包装形式：袋110g*20

内容物：米线60克 调料包 酥脆豌豆

包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6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拼多多

米线-渠道定制爱吃鬼系列新疆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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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绵阳地区当地特色风味食品，

米粉用籼米制成，粉丝非常纤细，

容易吸汤，口感爽滑，吸饱汤汁的

粉条又软又劲道。

2.好米粉离不开好浇头，配上海带丝，

老坛酸菜等小料，柔顺爽滑的米粉，

整体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名称：绵阳米粉牛肉味

包装形式：袋 175g*20

内容物：米粉、油包、骨汤包、酸菜

风味包、醋包、实物包；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10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分销、社区团

米线-渠道定制绵阳米粉牛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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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又臭又香，为之疯狂；

2.浓香四溢，难以抗拒，阿宽秘制肥

肠味调味包，汤汁香浓，回味无穷；

3.非油炸细米粉，绵柔细米粉，Q弹

入味更健康；

4.香浓骨汤，激活鲜味，特浓汤包提

鲜，由猪骨浓汤、鸡骨髓油熬制提

取；

5.绝妙口感，平衡搭配，肥肠味的香

气霸道，天生主角，配料平衡口味

口感，打造更加分的嗦粉体验

名称：绵阳米粉肥肠味

包装形式：袋 146g*20

内容物：米粉、汤包、油包、酥脆豌

豆包、实物包；

储存条件：常温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18-23岁年轻群体

销售渠道：分销

米线-渠道定制绵阳米粉肥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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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烹系列 素烧烤系列

·自热素烧烤

自热米饭系列

·鸡丝豆汤饭

阿宽手工揉面系列

·椒麻拌面

阿宽挂面系列

·兰州拉面

川香厨房挂面系列

·兰州拉面

·四川担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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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蹦脆狼牙土豆

筋筋有味入口弹牙小面筋

缤缤纷纷蔬菜包

一口孜然味一口嚼劲香

产品规格：自热盒

料包：蔬菜包、土豆包、烤面筋包、

烧烤粉包、底料包

净含量： 256克*12

保质期：6个月

目标消费者：18岁-23岁与学生群体

，辐射白领群体.

朋友之间“烧操作” 的分享

销售渠道：线上

轻烹系列-阿宽烧操作自热素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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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道成都味，完美还原线下餐饮

本味

2、特别添加鹰嘴豆，低脂营养更健

康

3、不用火不用电，15mins 开启挚

爱专宠

豆汤饭单品卖点：

豆：豆质软糯，绵密细腻；

汤：汤汁浓郁，鲜润回甘；

米：米粒饱满，爽滑适口；

肉：鸡肉紧实，细嫩入味。

包装形式：盒装

料包：方便米包、鸡丝豆汤包、饮用

水包、小菜包

净含量：475g/盒；12盒/箱

保质期：8个月

消费群体： 18-23岁年轻群体

认领渠道：线上

轻烹系列-阿宽烧操作豆汤饭自热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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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浪形面条，白嫩Q弹

2.醇厚的麻酱，幸福满满

3.椒香的滋味，由浅入深

包装规格：自立袋

料包：面、酱包1、酱包2（汤包）、

花生包风味包

净含量：130g/袋（面饼80g）

保质期：9个月

认领渠道：分销营销中心，线上

轻烹系列-阿宽椒麻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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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一口回到兰州：一清二白三红四绿

五黄，自带料包，还原兰州拉面纯正风

味，5分钟即享一碗地道兰州拉面；

劲道爽滑好拉面：精选优质小麦麦芯，

采用九道连续式压延生产工艺，低温6

小时慢速烘干，麦香浓郁，筋道爽滑。

三红之辣椒油：精选红色饱满四川辣椒，

自然风干、碾磨成粉，采用传统明火工

艺炒制的秘制红油，不辣不燥，香气四

溢；

包装规格：单人袋、5连包

料包：挂面、油包、酱包、菜包

净含量：155g/袋（挂面100g）、

310g/袋（挂面100g*2）、775g/

袋（挂面100g*5）

保质期：9个月

消费群体：23+白领及家庭群体

认领渠道：分销营销中心

轻烹系列-阿宽兰州拉面（红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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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一口回到兰州：一清二白三红四绿

五黄，自带料包，还原兰州拉面纯正风

味，5分钟即享一碗地道兰州拉面；

劲道爽滑好拉面：精选优质小麦麦芯，

采用九道连续式压延生产工艺，低温6

小时慢速烘干，麦香浓郁，筋道爽滑。

三红之辣椒油：精选红色饱满四川辣椒，

自然风干、碾磨成粉，采用传统明火工

艺炒制的秘制红油，不辣不燥，香气四

溢；

包装规格：单人袋

料包：挂面、油包、酱包、菜包

净含量：155g/袋（挂面100g）、

310g/袋（挂面100g*2）、775g/

袋（挂面100g*5）

保质期：9个月

消费群体：23+白领及家庭群体

认领渠道：线上

轻烹系列-川香厨房兰州拉面（红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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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一口回到成都：自带料包，还原经

典的四川成都担担面味道，油而不腻，

带有特色芽菜香味，再现地道的成都特

色味道，5分钟即享一碗地道担担面；

料到位味儿才到胃：精选优质辣椒干，

盅成辣椒面，油激释香，配以酥脆花生

碎，再现一碗地道四川担担面。

麦好面才好：精选优质小麦麦芯，采用

九道连续式压延生产工艺，低温6小时

慢速烘干，麦香浓郁，筋道爽滑。

包装规格：单人袋

料包：挂面、油包、酱包、花生包

净含量：155g/袋（挂面100g）、

310g/袋（挂面100g*2）、775g/

袋（挂面100g*5）

保质期：9个月

消费群体：23+白领及家庭群体

认领渠道：线上

轻烹系列-川香厨房四川担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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