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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端午节前夕，方一坤推出的“胡辣汤
味粽子”火了，从上线到 300 提预售卖
空，只用了不到一天时间。这也是该餐
饮企业从胡辣汤味的月饼开始，将河南
特色美食与传统佳节相融合而作出的又
一次成功探索。

“从去年开始，我们成立专门的内容
运营团队，从吸引服务年轻消费者出发，
相继推出了胡辣汤味的月饼、汤圆、棒棒
糖、饮品、腊肠等系列餐饮文创产品，取
得了超出预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6月
10日，方一坤集团副总经理李政介绍，
截至目前，胡辣汤味产品在互联网上所
引发的话题传播量累计近 4亿人次，并
由此带动其线上真空包装液态胡辣汤产
品销量大幅提升，线下门店年轻消费者
的比例增长14%。

积极融入互联网思维，推动餐饮零
售模式创新，打破地域限制，极大拓展
市场影响力，这是河南餐饮业面对疫情
冲击积极求新求变的生动案例之一。

“这两年餐饮行业过得确实不容易，
但大家并没有丢掉精气神，在政府出台
的各项减免政策支持下，也在主动适应
新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诉求，开发新产品，
建立新模式，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省商
务厅相关负责人说。

阿庄地道豫菜推出了适合上班族的
精致外卖套餐，解家河南菜推出了特色
产品大礼包及自酿酒品，阿利茄汁面则
推出零元加盟等多重举措。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省餐饮业也在
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抢滩预制
菜发展“蓝海”。

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受疫情影响，自2020年开始，简单
加工就能快速做出饭店口味的预制菜品
大受消费者欢迎，迎来爆发式增长。据
统计，2021 年全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达
3500亿元，2023年预计将达5165亿元，
为餐饮行业造就一个新的万亿赛道。

莲菜网是我省预制菜领域的领军企
业。“莲菜网从去年开始向批发商、餐饮店
及广大消费者供应预制菜，通过平台支
撑，我们在上游带动大量原材料供应商及
预制菜加工类企业，同时也为冷链运输企
业、新零售商家等带来新机遇。”莲菜网
CEO胡建强介绍。

拥有千亩中央厨房产业园的原阳县
正联合河南省中央厨房产业协会谋划成
立“河南预制菜产业联盟”，通过集合农
业生产企业、食品加工企业、餐饮企事业
单位、商贸物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相
关单位的力量，推动河南预制菜全产业
链发展壮大。

“我们也在积极筹备举行中原预制
菜产业博览会，希望能抓住这一风口，与
全省餐饮行业一起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胡建强说。

在困境中求发展，今年前4个月，我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7875.5亿元，

同比增长 1.1%，虽比一季度增速回落
2.4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国 1.3个百分
点。随着本轮疫情社会面的逐步清零及
各项援企稳岗政策的密集实施，全省餐
饮业正在“满血复活”。

“日前，全省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要求各地拿出有
力举措，助力餐饮服务业渡过难关，促消
费回升向好。目前郑州等地已相继出台
促消费措施，其中郑州市将发放超过 2
亿元的消费券，相信随着系列促消费举
措的落地，全省餐饮业将加快恢复增
长。”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③9

硬核实招稳经济 赋能蓄势促增长
——专访洛阳市市长徐衣显

稳经济促增长各地有何高招·高端访谈

▶▶ 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作为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洛阳
工业、文旅业在经济大盘中举足轻重。
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如何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到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助力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
重振洛阳辉煌？

6月 8日，洛阳市市长徐衣显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表示，洛阳市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认真落实
国家和我省关于稳经济促增长工作的系
列部署，锚定“两个确保”“十大战略”，坚
持“稳大盘”和“增后劲”结合、“解难题”
与“添活力”并举，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确保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畅通“四路直达”，助企纾困增活
力。畅通政策直达。梳理汇总 20大类
103项惠企政策，建立“免申即享”平台，
主动推送、精准匹配、快享尽享。畅通资
金直达。财税联动，顶格执行，4月以来
办理留抵退税 69.46 亿元、占全省的
11.5%。畅通服务直达。建立列单、领
单、办单、清单“四单”制，开通“洛企通”
线上服务平台，有诉即收、立交立办。畅

通赋能直达。引导企业创新发展、提质
增效，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达
50%，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和增速
均居全省第一。

坚持“四高并举”，创新引领抢风
口。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推动“五
区联动”发展，建设伊滨科技城、洛阳高
新区“两基地”，打造智慧岛创新社区、新
型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企业“三载体”，龙
门实验室揭牌即运营，创新平台达到
2373 个。实现“高水平”企业倍增。推
动高成长性企业提质倍增，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居全省第二，全年新增科技型中
小企业 2000 家、“专精特新”企业 100
家。培育“高质量”产业集群。聚焦十大
产业，实行产业链链长和产业联盟会长

“双长制”，实施集群强链提升行动，重点
产业集群年内规模超 3300亿元。推进

“高效能”谋划对接。呼南高铁焦洛平段
年内开工，百万吨乙烯项目进展顺利，凯
盛科技“一总部一中心三基地”、360数
字创新总部等龙头项目加快落地。对接
国开行融资意向1144亿元，谋划政府专
项债项目650个、共870亿元。

强化“四全联动”，项目为王增投
资。全覆盖分级包联。将省市重点项目
和“白名单”项目全部包联，规上企业全
覆盖。全要素破解瓶颈。市财政统筹 3
亿元保障项目前期；“基金入洛”引入基
金 38只、投资项目 226 个，协调金融机
构投贷联动400多亿元；中钢洛耐、科创
新材成功上市，上市企业数量居全省第
二；新开工重点项目用地应保尽保；对

“白名单”项目实施差异化环保管控。全
流程审批服务。深化“标准地+承诺制”
改革，推进“全流程+并联式”审批，15个
事项政府“全程能代办”，8个事项企业

“承诺即审批”，10个区域评估“结果可共
享”，13个开发区项目“拿地即开工”。全
链条完善机制。坚持周例会、月调度、季
通报、年考评，实行“五个一”推进机制，前
四期滚动实施“三个一批”项目567个、总
投资4663亿元；前三期“三个一批”签约
项目开工率100%、居全省第一。

突出“四个结合”，扩量提质促消
费。“普惠性”与“差异化”相结合。坚持
一业一策，精准帮扶，市县筹措资金超
5000万元发放主题消费券，举办多形式

主题促消费活动。“稳传统”与“扩新型”
相结合。策划“花开洛阳惠民消费季”等
商贸促消费活动，“两降一提”拉动住房
消费，落实政策扩大汽车消费，开展景区

“免门票促消费”“年票优惠购”“年票进
校园”活动，推进直播电商“十百千万亿”
工程。“实物类”与“服务性”相结合。围
绕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实施社交消费
赋能工程，开展“洛阳好物消费季”等活
动，打造全国沉浸式文旅目的地。“优环
境”与“促转型”相结合。实施“步行街改
造提升”攻坚战，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
设，发展“商文旅体”“吃住行娱”跨界融
合消费新模式。

实施“四大行动”，保通保畅稳链
条。物流通畅提速。全面落实全国电子
通行证制度，对货车司机快查快验快通
行，确保道路货运物流通畅。服务保障提
质。建设6个“司机之家”，组建应急生活
物资保障分队，解决货车司机“就餐难、停
车难、如厕难”等问题。供需对接提效。
落实重点产业链“链长制”和重点企业“白
名单”，专案专班保障，市内市外协同，协调
解决头部企业和重点企业关键原辅材料
采购、设备运输等问题。金融助企提能。
组织200家物流企业与金融机构开展对
接，鼓励快贷早贷，降低融资成本。③7

□本报记者 曹萍

“哇，成功啦！”6月 10日，焦作市山阳区焦东路小学一间创
客教室内，一个小小的机器人在行进中成功避开障碍，十几名孩
子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

竞赛机器人、3D打印、程序设计、编程……如今，在山阳区
各中小学内，这样“科技范儿”十足的创客社团活动开展得如火
如荼，受到孩子们的追捧。

焦作市山阳区教育局副局长孙娟介绍：“目前，全区以 3所
‘河南省中小学创客教育百所示范校’为引领，不断加大硬件
软件投入，已发展 22个创客类社团，基本覆盖了所有中小学。”

培养“小创客”，社团老师要先成为一名创客。“区教育局牵头
成立了‘山阳区信息技术+创客名师工作室’，通过老师走出去、专
家请进来的方式，打造本领过硬的创客教育教师队伍。”孙娟说。

创新是“创客精神”的核心，在推进创客教育的过程中，老师
们在课程开发、教材编写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

焦东路小学老师吕慧敏等编写了《中鸣机器人校本教材》、
焦作市第二十五中学老师赵小霞编写了《Scratch编程设计校
本教材》……老师们边编写、边实践、边完善、边修订，根据学校
实际情况为学生们“量体裁衣”。

浓厚的创客教育氛围、明确的创客课程目标、完善的创客社
团管理制度、合理的教师和学生评价体系……在区教育局的统
筹下，一个特色突出的创客教育组织模式正在形成。

学校里刮起“创新风”，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小创客”。多
功能智能酒精检测仪、神奇的小车、智能骑行帽，孩子们的创新
作品在各类比赛中屡屡获奖。孙娟说：“截至目前，全区中小学
生共荣获各级各类奖项 470个，国家级奖项 37个，创客社团带
动区域创客教育蓬勃发展。”

最大的“奖项”是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学生在动手能力、
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在创作和完成任
务的过程中，需要应用多学科的知识，孩子们的综合能力大大提
高。”焦东路小学老师原杰说。

在一间间创客教室内，在一个个发明创造中，创新和科学的
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③5

□本报记者 曾鸣

消费升级不单是郑州人对标北上广
深的生活，也是小镇青年在家门口就能
买到优质好货。在三四线城市遍地开花
的“壹仓优品”、1万台售货车开往县城
和 乡 镇 的“ 壹 车 优 品 ”、重 奢 云 集 的

“OLMINI”零售门店……这是河南壹仓
优品百货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庄杰
的多渠道商业布局。

“我们靠卖尾货起家，有一仓库的好
货，‘壹仓优品’的名字由此而来。”庄杰
说。庄杰曾在一家互联网大企业打拼多
年，后辞职创业，成为河南第一代电商
人。做电商运营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
到了库存背后的商机。

“很多品牌有库存卖不出去，俗称
‘尾货’。为了回笼资金，品牌会以较低
的价格成批处理。”庄杰从 2016年就开
始销售正品库存，质优价廉的商品，卖得

相当火爆。后来，不少上游的供应链企
业主动找到他供货。一线城市消费水平
高，他就将市场定位在三四线城市。壹
仓优品的第一个店面首日营业额就达八
九万元。

庄杰的目标不止于薄利多销的下沉
市场。去年年底，在投资机构的支持下，
壹仓优品拿到欧洲时尚设计中心、法国
时 装 协 会 、意 大 利 国 家 时 装 协 会
（CNMI）、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F-
DA）、奥特莱斯（北京）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联合授权，将推出主打奢侈品零售
的“OLMINI”，享有众多奢侈品牌自由
组合权及定价、分销权。

不可否认的是，广阔农村依然大有
可为。庄杰带领团队推出面向农村的赶
集神器“壹车优品”。这是为满足农村群
众家门口购买物美价廉商品新需求推出
的标准化“汽车售货平台”项目，通过开
车卖货流动销售，从“货等人”转变为“货
找人”，推动农村消费升级，带动闲散劳
动力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壹仓优品这种商业逻辑，得到了投

资人的认可，资本争相入场。2019年，
获国际知名投资机构 IDG 天使轮投资
2000万元，第二年，IDG追加投资 3000
万元；2020年，获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投资 5000万元。去年年底，壹仓
优品又完成B轮过亿元融资，本轮融资
由老股东前海母基金和河南中原联创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河南省中小
企业发展基金联合投资。

作为壹仓优品的股东之一，中原联
创总经理王伟杰表示，壹仓优品开创的
新商业模式可以说是一个符合未来发展
趋势的风口，在提高商品流转效率的同
时，也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我们看好这
种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前景，这也是河南
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支持方向。”王伟
杰说。

“当前，中国消费模式也出现了新的
趋势性变化，从奢侈品到常规商品，几乎
所有层级的产品都有其个性化市场，消
费分级成为新趋势，这是我们开发壹仓
优品运营模式的出发点。”庄杰说。③6

让创客教育点亮科学梦想

壹仓优品: 优质好货“折”学逆袭
创新资本 对对碰

□河南中原联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伟杰

投资壹仓优品这个项目，我们看好

的就是这种新商业模式。当然，还有对

企业家创造力的信任和尊重。

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盘活

了 平 台 内 外 资 源 ，形 成 了 多 方 协 同 效

应。一方面，为品牌商摸索出一条高效

去库存之路，推动供给端调整，解决社会

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从社会赋能角

度来看，整合了社会闲置劳动力，带动了

从就业到创业的升级。

中原联创管理的河南省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投资壹仓优品，就是要聚焦、支持这些

在创新领域具有技术突破、有效带动地方

特色产业发展的“专精特新”类优秀企业，

我们会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股权

投资及其衍生品工具等多种投资模式，在

企业投融资规划、市场拓展和规范管理等

方面，提供持续有效的投后增值服务。③6

创造力永远值得尊重

6月 8日晚，开封鼓楼夜市经过77天的休市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据悉，开封市鼓楼区政府与商户签订了《鼓楼夜市
经营户疫情防控期间承诺书》，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助力夜经济复苏。⑨4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餐饮业餐饮业
积极求变寻积极求变寻新机

（上接第一版）
乘着国家、省里大力发展新能源电池材料的东风，焦作市锂

电池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风潮正涌——
投资62亿元的多氟多年产10万吨锂电池电解液关键材料

项目及年产3万吨超净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项目，投资50亿元
的龙佰集团年产 40万吨锂离子材料项目，集越纳米年产 2.5万
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伴侣纳米年产8000吨高容量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项目等，投产后预计可新增年营收583亿元。

铆足干劲乘势上，又踏层峰望眼开。签约项目 28 个、总投
资 246.6 亿元，国内新材料研发领域大咖线上开展“头脑风
暴”……5 月 28 日，焦作市新材料产业集群招商引资活动暨
新材料高峰论坛成功举办。这是该市打造千亿级新材料产
业集群的最新行动。

“焦作将坚定依靠创新驱动转型，依靠人才支撑强市，瞄准
打造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的战略目标，加快形成新能源材料
产业体系、产业集群，再造发展新优势，为焦作转型发展注入新
动力、新活力，走出具有焦作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焦作市
委主要负责人说。③8

焦作：“新材料”再造发展新优势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栀子
本报通讯员 杨玉红

炎炎夏日，进入桐柏县境内，桐柏山层峦叠嶂、
满目苍翠，空气中每立方厘米1万多个负氧离子，
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丝丝清香沁人心脾……

“这清香，来自咱们自主培育出来的茶树品
种‘淮源 1号’‘淮源 2号’，这两个品种特别适应
北方气候，耐寒，而且含丰富的微量元素，是制作

‘桐柏玉叶’的主要原料，现在我们正在申报国家
级茶叶种质新品种。”在河南省茶树良种繁育场，
场长于学宏随手采了片茶叶，向记者介绍。

桐柏县地处淮河源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适宜茶树生长。

“茶的味道要好，除了品种好，还要靠科技。”
桐柏县茶叶局局长仵峰介绍，“我们通过依托茶
树良种繁育场，聘请专家学者作为红茶研发顾
问，着力提升茶产业的科技含量，再通过传统的
制茶技能培训，丰富茶品种类，使桐柏茶产业走
出了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此外，桐柏县借助盘古文化、淮源文化、佛教
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将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融为一体，不断推动茶产业结出累累硕果。

目前，“桐柏玉叶”“桐柏红”的品牌价值分别达
到11.97亿元和8.18亿元，“中原茶乡”声名远播。

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融合，让桐柏茶产业
破局“出圈”。化工产业的绿色“蝶变”，也为桐柏
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依赖储量亚洲第一的天然碱矿床，碱硝化工
产业一直是全县支柱产业，却也是污染重灾区。

“为彻底甩掉‘先污染、后治理’的帽子，我们
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先后淘汰一批高耗能、高
污染企业，并按照国家级工业生态示范园标准，
聘请专业人员规划建起桐柏化工产业集聚区。”
桐柏县县长党建凯介绍。

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桐柏县斥资4
亿元研究出“倍半碱一步法”制碱工艺，形成4条工业生态链，成
为河南省循环经济示范区试点；加大技改力度，引导企业组建规
模化、环保型生产线，加快创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中国碱
都”升级版。

“只要我们坚持生态引领，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的‘生态淮
源’新画卷就会愈加亮丽、愈加夺目，‘省内50强’的目标就会越
来越近！”桐柏县委书记贾松啸说。③8

绿水青山，流金淌银。

作为南阳市第一个省级生态县，桐柏县坚持绿色生态第一优

势，在打造“中国碱都”升级版上实现新突破，在推进“生态淮源”

高质量上展现新作为，在擦亮“文旅名县”金名片上谱写新篇章。

桐柏，用美丽生态催生“美丽经济”，绘就人民幸福生活底色。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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