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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冻干食品体验店现身郑州
内藏航天黑科技的“冻干食品”
，等待着和消费者来一次亲密接触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倩 文图
足够的维生素，其实不然。”冯梓恒告诉记者，
凡是高温煮或者炒过的蔬菜，维生素损失高
达 80%，而冻干果蔬是很好的维生素补充
物，
尤其针对女士和孩子群体。

首家冻干食品体验店惊现郑州
内藏航天黑科技
6 月 13 日，郑州市黄河南路上，一家装
饰一新的店面内热闹非凡，吸引了众多行
人进店参观。店内，一排排货架摆满了红
枣、草莓、黄桃、玉米、黑豆等包装精美的食
品，真可谓是琳琅满目。乍看上去，这家店
和其他食品类礼品店没有什么不同，但包
装袋上随处可见的“冻干”字样，又好像在
默默吟唱
“我们不一样”。
记者从多方了解，发现这家店还真是
来头不小，它是休闲食品巨头好想你倾力
推出的新一代健康冻干食品体验店，更是
全国首家主打冻干食品的 4.0 门店。
“全国首家”、
“ 冻干食品”……这些标
签感十足的词汇背后，是一场悄然展开的
食品科技大革新。
什么是“冻干食品”？据了解，冻干食
品是真空冷冻干燥食品的简称，也称 FD 食
品。由于冻干这一特殊处理过程，因而可
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新鲜食品的色香味形
及营养成分，可以说是食品行业中的黑科
技，这种黑科技最早应用于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阿波罗登月宇航员的食品中，无须
任何防腐剂，
常温状态下可长期保存。
昔日航天员食品专用的黑科技，缘何
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业内专家认为，随
着“健康中国”升级为国家战略，我国大健
康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契机，消费者对
健康食品的需求迅猛增长，冻干食品营养、
健康、美味的特性，与新时代的消费需求极
为匹配，有望引领未来食品行业的发展方
向。

小食品蕴含大讲究
消费者追捧有原因

营养健康易携带

冻干食品俘获郑州“妈妈群”

熙熙攘攘的消费者穿梭在体验店
中，或拿起商品仔细端详，或专注听取
店员的讲解，或与朋友交流试吃的感
受。目光掠过人群，记者注意到一群
特殊的顾客——郑州
“妈妈群”。
“我经常在进口商店买冻干食品，
尤其是给孩子吃的小零食。”正在店内
选购商品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冻干食
品是家中常备的零食，好想你新一代
健康冻干食品体验店开业后，家门口
便可买到冻干食品。
刚刚升级为准妈妈的李女士有过
多年的日本留学经历，她告诉记者，冻
干食品健康、口感好、方便携带，在日
本约一半以上的食品都是冻干食品，
如肉、蛋、蔬菜、水产品、谷类、水果、饮

料、保健品等，
自己经常购买。
“现在在国内并不容易买到冻干
食品，想吃时只好让日本朋友代购，这
下好了，冻干食品专卖店就开在了家
门口。”
李女士称。
冻干食品怎么吃？不少消费者对
冻干食品的营养价值存有疑问。据郑
州营业协会会长冯梓恒介绍，运用冻
干技术加工而成的食品，能够锁住原
有 食 物 的 形 和 魂 ，能 保 留 食 物 高 达
97%的营养成分。而最初，冻干食品
只是出现在美国和俄罗斯，主要应用
于航天食品领域，后来逐步拓展到民
用食品领域，目前在日本、德国等发达
国家非常流行。
“很多人以为多吃蔬菜就能补充

为什么冻干食品一面世，能俘获一众粉
丝，
俨然要成为
“网红食品”
的迹象。
记者现场发现，这家好想你新一代冻干
食品体验店内，陈列了近百种新一代健康冻
干新品，包括红枣银耳汤、枣恋、简单枣面、果
果茶等爆款产品，
消费者均可现场免费体验。
而当谈及冻干食品的优点时，好想你董
事长石聚彬如数家珍。
“新一代健康冻干食品是将采摘后的新
鲜食材立即速冻至零下 40℃，再将冰状的食
材通过真空脱水技术升华成气态（中间没有
经过液态），不破坏原有的组织结构，可以保
留食材的色、香、味、形，区别于传统的烘焙、
油炸、膨化、蜜制类食品。”当这一段既简洁又
专业的冻干食品解释从石聚彬嘴里脱口而出
时，记者仿佛面对的不是一名企业家，而是一
名食品行业专家。
“该款产品可是最近的销量爆款！”石聚
彬手指红枣银耳汤说到，这款产品是经与 FD
黑科技结合诞生出来的创新性产品，曾获得
2017 年方便食品创新大奖和 2018 新品大赛
最佳食味奖。
不难发现，这家诞生在郑州街头的首家
冻干食品体验店，刷新了市民对冻干食品的
认识，而这家冻干食品体验店也正致力于打
造成郑州健康食品新地标。据石聚彬介绍，
2018 年 8 月底前，好想你计划在郑州开 8 家
同样的冻干食品体验店。

建行手机银行 您的掌上金融管家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牛玉洁

阅读提示：现如今，移动消费、移动办公、移动医疗，移动金融处处体现着移动生活的便捷和高效。如果您还拿着大把的现金消费，那么您真的是 out
啦！无论是生活琐事还是金融需求都能通过建行移动金融轻松解决。其中，拥有 2.8 亿用户的建行手机银行更是您的掌上管家和贴心朋友。
日前，建行手机银行用户已突破 2.8
亿，每 5 个人当中就有 1 人是手机银行用
户。建行手机银行设计简洁，操作简便，
服务贴心，推出的“首页、信用卡、投资理
财、贷款、悦享生活”五大频道，全面满足
用户生活、工作、理财、娱乐等多方面需
求。让我们一起走进建行手机银行，感受
“她”
的动人魅力：

智·财富，
慧·管理
财富视图，全面展示：知你懂你，提供
全面的、图文并茂的资产负债信息，直观
清晰呈现资产总体状况，让您财富管理触
手可及，不同资产类型总量与占比一览无
余，可对名下相关资产直接进行各项交易
操作。
管理资产，精细入微：多种收支管理
工具，贴心图表数据分析，让您随时管理
个人收支情况，消费更有度，花钱更放心。

智·融资，
慧·理财
消费信贷，方便快捷：线上贷款“快
贷”，实时获取额度，三步可完成贷款申
请，随时支用，用时起息，随时还款；信用
卡交易线上全流程，申请、还款、分期、调
额等服务全支持。
投资理财，种类丰富：特有的货币基
金“速盈”，无资金购买门槛，流动性高，T+
1 申购与赎回；涵盖高、中、低各类风险等

级的基金、理财产品、保险、贵金属、账户
商品等产品供您选择。

智·服务，慧·生活
缴费服务，体贴便民：想您之所想，为
您提供覆盖全国大中小城市，包括固话、
手机话费、水、电、燃气、宽带、有线电视、
停车路桥等各种费用缴交服务，此外还支
持党费定制提醒与快速缴纳服务。
娱乐生活，畅享无忧：围绕“衣食住行
医教娱”等生活场景，让您享受商旅出行、
娱乐休闲、运动健身、医疗挂号等全方位
服务。

智·体验，慧·操作
极致体验，匠心雕琢：智能搜索服务
帮您快速查找目标功能，让您两步达到功
能页面；智能日历自动提醒信用卡、贷款
还款日，贴心标注理财、债券到期日、基金
分红日，待办事项清晰醒目；智能小助手
应答服务，帮您解决疑难杂症，提供所需
功能的快捷链接；账户变动通知、基金净
值等消息资讯随心定制，实时推送，即时
了解。
建行手机银行无论是在界面设计上
还是产品功能设定上，完美的用户体验、
先进的技术开发、良好的视觉感受、强大
的功能、科技与人文的完美结合，还有人
性化的产品设计，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给

用户最好的产品，可通过 360 应用商城或
苹果应用商城下载体验。
建行移动金融产品丰富，功能强大，
支付便捷。最重要的，它还部署了八大安
全措施。
●短信服务，随时提醒。账户变动提
醒和交易动态短信验证码，确保客户实时
掌握交易动态。
●先进证书，三防一保。二代网银盾
实现了更安全的电子签名应用。一防病
毒，二防篡改，三防钓鱼，保客户资金安
全。
●动态口令，方便安全。动态口令卡
样式轻小、安全性高。
●先进技术，安全保障。国际上先进
的安全体系，通过密码校验、CA 证书、SSL
（加密套接字层协议）加密和服务器方的
反黑客软件等多种方式来保证客户信息
安全。
●多重密码，过程控制。登录密码、
交易密码、网银盾密码多重控制，拒绝使
用简单密码。
●交易限额，个性设置。对各类资金
交易均设定了交易限额，以进一步保证客
户资金的安全。
●信息提示，互动体验。交易信息及
各类出错信息都会清晰地显示在浏览器
屏幕上。
●客户签约，网点认证。客户必须持

本人有效证件原件及账户凭证（卡或存
折）到账户所在地的银行营业网点进行身
份认证，签署相关协议，并经银行认证后，
方能享受全部服务。

安全提示
防骗妙招、牢记
“六个一律”：
1.接电话，遇到陌生人，只要
一谈到“涉案”、
“ 中奖”等，一律挂
掉；
2.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安
局、
法院”
的，
一律挂掉；
3.所有短信，但凡让点击不明
链接的，
一律删掉；
4.所有短信，但凡让回拨不明
电话的，
一律删掉；
5.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
接 、回 拨 电
话 ，一 律 不
点；
6. 任 何
索要短信动
态验证码
的 ，一 律 勿
理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