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灼灼韶华，由小到大，行稳致远，奋进不止歇；

20年，筚路蓝缕，由弱变强，以梦为马，青春正当时。

1999年5月，在省委、省政府倡导下，我省提出大力

开发吉菜。政府搭台，行业唱戏。其后的20年时间里，

深深镌刻着吉林印记的吉菜，凭借其所倡导的“天然、

绿色、营养、健康”理念，“吉祥、吉庆、吉利”的美好寓

意，以及经济实惠、好吃不贵、服务大众的市场定位得

到了迅速发展。

犹如百川汇聚，万水向东。产业的联动和发展、消

费的提档和升级，汇聚于吉菜产业发展的滔滔洪流之

中，表现为吉菜产业的升级和进步。得益于商务部门的

科学决策和精心谋划，吉菜发展的20年中，与之相伴而

生的，是吉林省餐饮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的联动前行，是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繁花似锦，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幸福滋

味。

20年来，省商务厅一直致力于打造吉菜品牌，致力

于建设吉菜标准，提升吉菜品质；组织参加全国性、国

际性饮食文化交流活动，增强吉菜品牌影响力；加强

餐饮人才培训，组建专业化研究团队等有效工作举

措。从供给端发力，引导餐饮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在20周年时间节点上盘点吉菜发展的收获，是对

过往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是对吉林味道变迁的精心

标记，也是面向未来，对未来吉菜高质量发展许下的

真诚期许。

那些为吉菜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那些飘香世

界的吉林菜品，那些承载了万千期待的吉林名店，记录

了吉林餐饮行业20年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足迹，更开辟

了吉林省餐饮行业下一个光荣征程的新起点。

吉菜吉菜··人人
弄潮儿向涛头立弄潮儿向涛头立

吉菜发展的20年，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

展的20年。在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劈波斩浪、一路前

行的吉菜，从最初的“一叶扁舟”发展到今天的“一艘巨

轮”，受惠于社会各界人士的协同努力。

1999年，为打造生态吉林，加快粮食转化，促进消

费，倡导健康消费，以小餐桌拉动大经济，在省相关领

导的倡议下，省委、省政府提出开发吉菜，促进经济增

长的战略部署。

配合省委、省政府的科学决策，省商务主管部门迅

速行动，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提出了吉菜产业化开发

的总体思路，通过征集、挖掘、整理和交流、创新，使吉

菜内容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概念更加清晰。由省

商务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合作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吉

菜》《吉菜故事》《食在吉林》等代表性书籍。在2001年

第二届中国美食节上，吉菜被中国饭店协会认定为新八

大菜系之一。由于在美食节上成绩卓著，被业内誉为新

八大菜系之首。

人们的艰苦求索，为吉菜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根基。

作为一种地方菜系，吉菜是依托于吉林省的地理人文环

境生发出来的。吉林省以白山黑水为主要特点的生态

地理环境和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区域特点以及历史上以

“闯关东”为代表的人口结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白

山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省商务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就

对吉林地方菜系进行过挖掘、整理，先后编辑出版了

《吉林菜谱》《吉林面点》《吉林烹饪原料集》《关东菜肴

荟萃》《中国烹饪大百科全书》（吉林部分）等书籍，从理

论上为吉菜菜系形成奠定了基础。

吉菜以及吉林餐饮产业20年来的接续发展，离不开

万千从业者的传承和创新。在省商务厅的帮扶和引导

下，依托吉林省饭店餐饮烹饪协会和吉林省饮食文化研

究协会等组织，吉林省的餐饮从业者凝聚在一起、团结在

一起，携手发展、创新创造。由此，一大批吉菜名师、名

厨、名家走到台前，让吉菜的金字招牌熠熠生辉、长盛不

衰。在无数人的共同努力下，历经20年的发展，今天的

吉菜已经褪去了“黑咸粘腻”的老特点，迎合新时代消费

者的品味，成为“天然绿色营养健康”的新派美食，这是我

省餐饮业消费升级的一个侧面，更是改革开放以来吉林

人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注脚。

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吉菜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

动力。从1999年到2019年，吉菜发展的历程包含着几

代人的努力。围绕着吉菜人才培养，以吉林工商学院为

代表的众多学校开辟了烹饪专业，为吉林省乃至全国的

餐饮行业输送了大批人才。这些有知识、懂技术、会操

作的吉林厨师，不但创造了飘香万里的吉林美食，更是

餐饮市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当前，由吉林厨师创业打

造一大批吉菜品牌企业，已经在餐饮市场上站稳脚跟，

为人们提供了优质专业的餐饮服务。

今天的吉林省，已经搭建形成了餐饮烹饪的人才培

养梯队。就学校教育而言，以吉林工商学院为代表的数

个专业化餐饮人才培养学校良性运转，一方面为餐饮市

场一线输送源源不断的高水平人才，同时，专业教学科

研团队也致力于吉菜理论体系建设、新菜品的研发等工

作；就餐饮一线来说，在省商务厅的指导下，在行业协

会和各类社会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创新而富有实效的

行业活动，包括烹饪比赛、名菜评选、名厨评选在内各

类活动，锻造了吉林餐饮的厨师队伍；就人才打造来

看，多年来，省商务厅周密部署，全力支持吉林人才走

出去展身姿、见世面、亮品牌，数年来，在省商务厅的支

持下，吉林餐饮人才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吉林味

道”远渡重洋，飘香世界。

吉菜吉菜··味味
““玉盘珍羞直万钱玉盘珍羞直万钱””

吉菜之“贵”，不在于菜品价格的高，而在于其对众

多产业的联合带动作用。

据统计，1999年至 2008年，在吉菜开发的十年间，

全省餐饮收入逐年递增，累计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速

超 20%，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高于我省地区生产总值

（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012年至2014年，

全省餐饮收入累计实现1843亿元，年均增速14.2%，增

速虽略有放缓，但减速不减势，随着吉菜开发走向纵

深，我省餐饮业步入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时期。2018年，

全省餐饮业收入实现1021.7亿元，占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13.5%，在全国排第19位，同比增长6.5%，高

于上年同期GDP增速，累计带动餐饮业创业就业100余

万人。

作为一种地方特色美食，“吉菜”这张吉林名片的形

成，离不开吉菜标准化建设。省商务厅对建立吉菜标准

化体系和制定吉菜标准十分重视。2014年，省商务厅

主导制定了10个吉菜省级标准，2015年又申请立项10

个省级标准。为了更好地发扬吉菜、传播吉菜，推动和

促进吉菜的产业化发展，省商务厅带领行业协会和餐饮

企业，不断推动吉菜标准化体系建设，2014 年至 2016

年，共制定了28个吉菜省级标准。这些标准化的做法

被写成文字、刻成光盘，借助行业协会的平台下发到各

家餐饮企业中，使吉菜标准在餐饮界扎下了根。伴随着

吉菜标准体系的确立，吉菜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我省还

编辑出版了一批代表性图书，行业规范发展，整体素质

不断提升。近年来，省商务厅又指导行业协会，积极开

展行业等级评定和绿色饭店、绿色餐饮企业创建工作，

全面推行国家标准，取得明显成效。

以活动为载体，推动吉菜标准建立，推广吉菜标准做

法，是省商务厅多年具体工作中总结的成功经验。依托

比赛和行业活动来制定标准、推介吉菜，已经成了吉菜推

广的“规定动作”。从1999年到2019年的20年间，省商

务厅和行业协会举办了包括吉菜美食节、东北美食节在

内的多个大型美食节系列活动。其中，东北美食节已经

成为广泛关注、广泛参与的行业交流平台。高质量活动

的举办，催生了吉菜标准，更使得吉菜标准广为传播。

丰富，是吉菜的显著特征。作为极具地方风味特点

的菜品，吉菜具有滋味纯正、馨香醇厚的风味特色，是

由民俗菜、山珍菜、民族菜、生态餐饮和宫廷菜5方面体

系支撑而来的。其中，民俗菜是以当地百姓日常生活喜

闻乐见的家常菜为主，例如小鸡炖蘑菇、渍菜粉、杨麻

子大饼、李连贵大饼等；山珍菜是以长白山为代表的野

生资源和特种种植、养殖产业资源为主料加工制作的特

色菜，包括长白山珍宴、砂锅鹿宝、冰糖雪蛤等；民族菜

是依托于吉林省具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特点产生沿革

而来的，包括蒙古族的烤全羊、手把肉，满族的白肉血

肠、乌拉火锅等，同时，各民族菜系互相交流也形成了

融合发展的特点；生态餐饮是吉菜在全国率先提出的理

念，强调从土地到餐桌的有机食品供应链和天然、绿色

的生态就餐环境的结合，包括长春大鹅岛、北京红太阳

等企业；吉菜语境中的宫廷菜源自于伪满时期，宫廷菜

对地方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上述5方面共同构成了

吉菜发展的基本框架。

吉林餐饮丰富特征的延续，离不开上游产业的稳定

支撑。伴随着吉林餐饮产业的持续发展，餐饮行业的辐

射带动作用成效明显，餐饮行业的上游产业串珠成链，

吉菜产业化发展已具规模，促进了粮食转化和农副产品

加工业的发展，“小餐桌”拉动大经济的发展理念成为

了现实。如果将吉菜比作一棵大树，那餐桌上的美味菜

品，可算作是“大树”的果实。促成“果实”甜蜜和丰产

的，是蓬勃发展的吉菜产业。20年来，吉菜坚持“天然、

绿色、营养、健康”的特色，实现了高速发展。得益于驰

而不息的产业开发和建设，吉菜产业的上下游也实现了

良性的沟通和互动。吉菜产业的发展，带动了食材种植

养殖、食品深加工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链

的价值，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时至今日，吉菜产业

的辐射带动作用愈发凸显。

目前，我省已经形成了以皓月、华正为代表的一大

批产业基地和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吉菜工业化生产

的产品线不断丰富。此外，结合我省的生态禀赋，对标

吉菜“天然绿色营养健康”的特征，我省各地在优质食

材产出方面也是遍地开花，吉林大米、人参、鹿茸、雪蛤

等一众优质食材的产销链条已经形成，餐饮业发展对周

边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凸显。

吉林特色餐饮的强势发展，也对旅游产业产生了辐

射带动作用。包括冰雪美食节、压山菜评选在内的特色

活动的举办，让吉林味道与吉林美景相得益彰，在促成

行业产业协同发展方面斩获颇多。自2017年首届东北

亚旅游美食年会在长春举行至今，这场链接餐饮与旅游

的盛会每年都会在吉林大地定时亮相。

吉林美食和冰雪携手，共迎八方来客。2016年 12

月，由省商务厅会同省饮食文化研究会、省饭店餐饮烹

饪协会举办的长白山冰雪嘉年华暨“珍选捞汁杯”名厨

烹饪大赛在长白山脚下拉开帷幕。比赛期间，参赛选手

以长白山区域的普遍性食材为主材、特色食材为辅料，

现场制作长白山特色美食，中国顶级烹饪大师李耀云、

全国热菜状元刘敬贤、全国点心状元葛贤萼、全国十佳

厨师卢永良等业内顶级专家厨师担纲评委，客观、公

正、权威地评选出获奖菜品。在15位业界泰斗的见证

下，来自省内 60多家餐饮企业的 100多名选手同台竞

技，大赛评选出了包含森林熏鸡、紫苏烧鲤鱼、桔梗烧

猪肉在内的十二道“压山菜”，以及大山花卷、蓝莓酥

饼、蘑菇大肉包三道“压山面点”，它们作为吉菜标准化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长白山区域美食“名片”的身

份，被推广到全国及全世界。

吉菜的舞台并不止于吉林省。多年来，省商务厅多

方努力，选送吉林名厨登上世界舞台。20年来，我省餐

饮行业工作者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吉林味道”亮相意大

利、西班牙，世界各地的人们借助吉菜了解了吉林。2018

年，中国澳门银河酒店（Galaxy Hotel），一场别样的东北

三省美食节开幕，我省两位名厨亮相澳门，为澳门当地和

海内外游客呈现了一场东北美食盛宴，让澳门同胞以及

海内外游客品尝到了丰富地道的吉林美食。

吉菜吉菜··店店
人间有味是清欢人间有味是清欢

作为吉菜面向消费市场的主体，吉林省餐饮名店，

是产业创新的执行者，是市场风向的记录者，是吉林餐

饮成功的见证者，更是餐饮产业消费升级的直接推动

者。吉菜发展的20年，也是吉林省餐饮产业高速发展

的 20年。20年来，吉林餐饮的每一次转身、发展和进

步，都面向市场、直面消费。

吉林餐饮名店是促进消费、拉动就业的重要力量。

20年来，吉林餐饮产业的快速发展，涌现出的一批特色

名店，也养了一大批创业精英。由吉林厨师创业打造众

多餐饮企业名扬全国。许多人还记得，1999年6月我省

举办第一届吉菜美食节。其间评审认定了32台吉菜名

宴、70道名菜、40道名点和名小吃，评选出21名吉菜烹

饪大师，初步形成了吉菜的基本框架，为进一步开发、

宣传吉菜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吉菜名店和名菜的具

体开发者，众多吉林省餐饮的知名企业也走到台前。

在 1999 年至 2008 年间，我省举办了十届大规模、

连续性、深层次的吉菜美食节，餐饮行业的大多数餐

饮企业、烹饪大师、名师、名厨都参与了吉菜菜品的挖

掘、搜集、整理和研发，共推出500余台吉菜创新宴席，

推出近7000道创新菜品，评审认定了131家吉菜名店，

认定烹饪大师、名师170人，认定吉菜名宴93台，认定

吉菜名菜、名点、名小吃 200道，有效推进了吉菜开发

与推广，促进了吉菜开发的进程，繁荣了餐饮市场，促

进了相关产业，活跃了经济。

在省商务厅的重点打造下，吉林老字号餐饮企业也

经历了快速发展。2019年2月，“中华老字号故宫过大年

展”在北京故宫亮相。作为东北三省唯一受邀参加的省

份，我省精选了7家老字号、吉字号企业参加。其中，包

括李连贵熏肉大饼在内的吉林老字号餐饮企业在现场惊

艳亮相，摊位前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购买到了正宗的吉林老字号美食，聆听了品牌发展

的“前世今生”。以吉林美食为媒介，关于丰足吉林、幸福

吉林的故事在世界级的舞台上里被生动讲述。

而今，直接面向餐饮市场一线的吉林省餐饮企业，

也对标餐饮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不断调整、改革、传承

和创新。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强势崛起，互联网餐饮的

出现为吉菜产业开发提供了新平台，创造了新契机。包

括网络预订、网络点餐送餐、厨师服务、净菜配送和半

成品配送等在内的新模式，已经成为吉菜餐饮发展新的

增长极，更迎合了吉林餐饮产业特色化、品牌化、规模

化、连锁化的发展趋势。

移动互联网也创造了吉菜名店推广和展示的新平

台、新机遇。2019年 3月28日，作为第三届冰雪美食节

的“收官”之作，首届吉林省冰雪旅游特色美食网络评

选活动颁奖仪式暨“吉林省冰雪美食地图”小程序上线

仪式举行。活动现场，除了借助网络评选“新鲜出炉”

的吉林冰雪美食的“名店”“名菜”“名厨”，最引人关注

的，就是“吉林冰雪美食地图”小程序。“吉林冰雪美食

地图”能够根据用户所处定位，实时提供周边美食列

表，用户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在“距离最近”和“排名最

高”两种选择中自由切换。小程序同时提供“火锅”“烧

烤”“特色”等多个独立门类选项，为外地游客和本地食

客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权威美食方案。借助线上工

具，每一个线下的吉林美食都不再被埋没，线上营销对

实体餐饮的拉动作用不断彰显。

为了引导和支持吉林餐饮企业坚守品质，省商务厅

做了许多工作。为了给吉菜餐饮营造良好的经济生态

环境，一段时间以来，省商务厅对吉菜品牌企业、老字

号企业、规模企业和连锁企业在税收、新技术应用、企

业标准化管理和诚信体系建设方面给予相关扶持，发挥

市场调控作用的同时，规范化做好行业发展和布局，为

市场的稳定增长保驾护航。

回望吉菜20年发展历程，一路创业艰辛、一路风光

无限。接续既往20年的发展成功，“吉人、吉菜、吉店”

再创业、再出发，吉林餐饮的未来远景可期。

吉 菜 品 牌吉 菜 品 牌 小 杠 杆 撬 动 餐 饮 消 费 大 产 业小 杠 杆 撬 动 餐 饮 消 费 大 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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