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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资本 对对碰

锅圈食汇：在家吃饭“最优解”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记者 栾姗

短短2年时间，获得6轮融资近30
亿元。一个主打居家餐饮的品牌，缘
何频频获得资本市场青睐？“我们发起
从厨房到餐桌效率革命，探索去服务
化的餐饮新零售，给出老百姓在家吃
饭最优解。”锅圈食汇创始人杨明超
说。

郑州市福元路锅圈食汇，大到涮
锅烤盘、小到蘸料，一应俱全。刚下班
的省直机关公务员孙清华提着购物
篮，正在选购毛肚、虾滑、鱼豆腐等新
鲜食材，准备晚上在家吃火锅。上海
市九亭大街锅圈食汇，除了传统的火
锅、烧烤食材外，各类预制菜也供不应
求。“线上线下货单爆满，我们忙得连
喝口水的工夫都没。”店长齐天阳说。

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没有哪
一款美食能像火锅这样，涮尽天下物，
人人都喜欢。艾媒咨询 2021 年公布

的数据显示，中国49.1%的消费者有每
个月吃火锅的习惯，也正因为如此，锅
圈食汇瞄准火锅到家的细分赛道，又
叠加“万物皆可烤”的烧烤，秉承“好吃
不贵”的价值观，做起居家餐饮市场。

风口并不是风口，而是洞察趋势
变中求胜。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给传统餐饮业带来冲击，在
餐饮堂食受限的情况下，居家餐饮迅
速火爆。锅圈食汇明晰社区餐饮数字
化新零售企业定位，按照每 2000 到
3000户家庭开设一家门店的标准，通
过线下门店和线上锅圈APP一体化协
同服务，快速布局城市社区周边和县
乡下沉市场上亿户家庭。

锅圈食汇将风口变成入口，找到
市场新流量并实现快速扩张，资本的
力量不容小觑。按照公开信息，锅圈
食汇 6 笔融资的投资方，包括不惑创
投、三全食品、IDG、招银国际、茅台建
信、物美等基金，门店数量在次第融资
中直线上升，签约总数突破 9000 家，
覆盖 3个直辖市、24个省的 200 个地
级市，一跃成为社区餐饮数字化新零

售标杆品牌。“要品牌有品牌，要渠道
有渠道，锅圈食汇是好的投资标的。”
不惑创投合伙人衣家宇说。

门槛低、易复制，是火锅食材短期
内能够快速起量的原因，也是未来容
易限制发展的因素之一。杨明超是河
南鹿邑人，最初是小板凳火锅创始
人。2014年，在小板凳火锅最红的时
候，他说：“我们不是做火锅的。”言外
之意，未来团队不会止步于火锅餐饮
经营。于是，锅圈食汇供应链应运而
生。

随着“Z世代”消费群体崛起，锅圈
食汇拓展家庭餐饮消费全场景。不单
单是做火锅烧烤食材，已延伸至生鲜
电商、预制菜、卤味等热门赛道。“看似
斜杠青年，实则深耕主业。”杨明超说，
我们都是在进一步打破用餐场景的局
限，更好地解决做饭时间不够、厨艺不
精、营养不够等居家餐饮痛点，实现从
解放厨房到轻松餐桌的进阶之路。

既对上了老百姓的“胃口”，又让美
食与家庭“如影随形”，这或许就是锅圈
食汇给予消费者最大的愉悦。③4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吕万里

“多亏高新区帮我们修复了
信用，不然贷不出来款，企业就无
法生产，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6
月 14 日，位于虞城高新区的河南
威森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激动地
说。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该公司
出现了税收迟缴不良记录，导致公
司贷款受限、资金紧张，无法正常
生产。该公司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向高新区提出了信用修复申请，没
想到仅用 6天时间，高新区就帮他
们完成了信用修复，使该公司顺利
地完成了150万元的贷款手续。

这只是虞城高新区党工委持
续开展以党建引领信用建设，打造
信用园区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虞城高新区党工委以
党建为引领，将信用建设嵌入企业
党支部规范化建设中，逐步探索出
一条以“党建+信用可视化”“党
建+信用活动”“党建+信用应用”
等为核心的“党建+信用”发展之
路。

“党建+信用可视化”，提升
信用服务水平。依托辖区 36 个
单建党支部、15 个联合党支部，
打造信用可视化工程，在党支部
阵地安装可视化匾牌、张贴企业
信用二维码。截至目前，园区已
有 100 多家企业开展信用可视化
建设。

“党建+信用活动”，打造良好
信用形象。高新区在广大党员职
工中积极开展“亮身份、亮承诺、亮
形象，带头献计献策、带头研发攻
坚、带头优质生产、带头开拓市场、
带头回报社会”活动，设“党员信用
先锋岗”“党员信用责任区”，开展
企业信用服务“促进月”系列活动、

“百行”信用建设系列“采风”活动
等，促进企业党员立足岗位作贡
献，为企业营造良好的信用发展环
境。

“党建+信用应用”，助力信用
主体发展。高新区党工委引入绿
盾征信第三方全国系统，建立市场
主体信用信息数据库，引导企业积
极开展信用修复工作。截至目前，
在绿盾全国企业征信系统为辖区
企业修复信用信息 10条，在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为辖区企业修
复信用信息 3 条。定期召开“党
建+信用调解”大会，收集园区存在
的矛盾纠纷线索，与金融、司法、教
育等部门合作开展信用调解工作，
截至目前，共化解经济纠纷 4000
多万元，为企业和个人追回账款
2600多万元，真正实现了“守信受
益、信用有价”。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
为引领，在全面建立市场主体信
用记录的基础上，积极拓展信用
报告应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营
造‘人人讲信用、信用为人人’的
诚信氛围。”虞城高新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逯德标
说。③9

□本报记者 杨凌

在宇通客车大家族里，“宇威”是一颗耀眼
的新星。在“2020中国设计红星奖”评选中，这
款纯电动公交车从参选的 7000余件作品中脱
颖而出，荣获大奖。凭借高颜值、高科技、人性
化、智能化等特质，宇威赢得了良好口碑，不仅
连续圆满服务进博会等重大会议及活动，还服
务于上海、宁波、郑州等多个城市的公共交通，
塑造了高端智慧公交的全新形象。

“宇威造型灵感来源于全屏手机。”6月 12
日，在宇通工业设计中心，设计师于伟手拿宇威
车模向记者介绍，宇威采取一体化设计，将先进
科技和现代审美观念有机结合，使产品达到科
技与造型艺术的高度统一。

走近宇威，特别是当车身内外的装饰灯全
部亮起，它的高颜值会惊艳到你。钻石银外
观质感十足，锋锐线条纵贯车身，兼具力量、
灵动和科技感；强聚光 E型日行灯、四颗模拟
矩阵式透镜大灯，犀利电眼，只需一个眼神，
就足以令人着迷；大视野兔耳后视镜，简约而
不简单，让你目之所及，视野开阔；蓝色氛围
灯带，与城市的夜空遥相呼应，用科技与设计
之美照耀城市道路……

除此之外，宇通工业设计中心还斩获了
诸多荣誉。去年 6 月，宇通智能网联巴士小
宇 2.0 更是荣获“2021 年德国红点奖”，成为
全球第一个获世界工业设计大奖的智能网联
巴士。

累累硕果来自长期以来宇通对工业设计的
持续投入。创建于 2000年的宇通工业设计中
心在2021年获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建设总
投入达到 2亿元，配备了行业领先的软硬件设
备，拥有50余人的国际化设计团队。

在宇通工业设计中心的成绩单里，精心打
造的T7打破了国外品牌在高端商务车领域的
垄断，多次服务重要会议和活动；自主设计的

“巨无霸”机场摆渡车打破国外品牌的垄断；自
主设计的中国纯电公交进入英国、法国、丹麦、
挪威、瑞典等海外高端市场；款式呆萌可爱的宇
通新能源环卫车，每天清晨成为城市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第一……

截至2021年，宇通工业设计中心已拥有各
项专利达 1800件，与制造业相互促进、一体化
融合发展态势已经形成。工业设计以其高度的
创新性和超强的赋能性，在提高宇通产品附加
值、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
用。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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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探索“党建+信用”为企业纾困解难

党建引领 信用有价

□不惑创投合伙人 衣家宇

“在家吃饭”模式正在模仿“到店就餐”的便

捷性以及升级传统菜市场的产品，并逐渐成为

一种新的消费趋势。在此基础上，如何满足不

同层次、不同年龄人群的共性消费需求？

中餐菜系繁多、品类丰富多样、烹饪手法

复杂，锅圈食汇以“万物皆可涮”的火锅、“万物

皆可烤”的烧烤作为市场入口，采用“标准化+

手工”的操作方式，将在家做饭的“买、洗、切、

配、调、做、吃”七大繁琐流程，进而简化为“买、

做、吃”三个步骤，逐步拓展至火锅烧烤食材、

卤味、饮品、西餐、生鲜等五大品类，核心路径

是精简、高效，实现中餐标准化。

只有做好标准化，中餐才能实现规模

化、连锁化运营，才能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全

国甚至走向世界。不惑创投作为锅圈食汇

第一轮机构投资人，在锅圈食汇连续 4 轮融

资持续进行了加注，正是看好“民以食为天”

的刚需大市场，餐饮供应链的万亿级赛道，

以资本助力锅圈食汇成为全球最大的家庭

食材食品品牌企业。③4

精简高效实现中餐标准化

□本报记者 胡舒彤

6月 14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
省“奋进十四五 建功新时代”系列第十
一场新闻发布会，对《河南省“十四五”
国资国企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进行介绍和解读。

省政府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刘
孟连介绍，“十四五”时期全省国有资本
和国有企业将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
基础上实现规模实力持续增大。按现
行口径资产总规模达10万亿元以上，其
中省管企业达5万亿元以上。力争创造
若干家世界一流企业，打造10家以上具
备较强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培育一
批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
业、基础保障骨干企业。

传统产业优势再造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将做强平顶山

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许昌硅碳先进
材料产业园、开封精细化工园区，打造
豫西南煤基先进材料工业长廊，争创世
界一流企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常务
副总经理张建国说。

《规划》指出，“十四五”期间国资国
企将突出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
断提升能源原材料等传统产业竞争力，
提升新能源新材料、新基建等新兴产业
比重，提升氢能与储能、前沿新材料等
未来产业投入，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质
量和有效供给，提升对公共服务和民生
领域的支持保障能力。

今年4月河南交通投资集团与瑞茂
通公司合资组建河南物产集团。未来
将围绕煤炭、农产品等大宗商品开展供
应链贸易和管理服务，参与现代物流、
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联优势产业投资，
打造一流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我们
聚焦实施优势再造战略，抢抓交通运输
产业集聚发展和转型升级发展契机，促
进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

转化。”河南交通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
尹如军介绍。

新兴产业蓄势发展

《规划》强调优化国有资本配置。
抓好国有资本运作，发挥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公司作用，通过国有资本高效、
合理运作，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价
值提升。抓好空间布局优化，服务我省

“主副引领、四区协同、多点支撑”的区
域发展布局，促进中心城市“起高峰”、
县域经济“成高原”。

“作为战略性投资先行者，豫资控
股集团将充分发挥‘朋友圈’‘工具圈’

‘生态圈’业务模式的聚合效应，打造
‘1+4+N’业务模式，搭建‘外投内引’的
资本招商模式。”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
团党委副书记缪文全说，同时将聚焦新
能源及网联汽车、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生物医药等 3个重点行业投资，引领龙
头企业、瞪羚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等
布局河南。

未来产业加快布局

《规划》明确国有企业加快构建创新
企业集群、数字经济骨干企业和产业集
群、产业生态系统和产业集群、绿色低碳
高效产业集群，助力国资国企做大做强。

豫信电子科技集团党委副书记何
航校介绍，豫信电科将携手嵩山实验室
打造“顶天立地”科技创新体系，联合中
电科 27所、22所等构建科研成果转化

“直通车”；深化与国家级基金合作，培
育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专精特新”“隐
形冠军”企业。力争“十四五”末培育十
家以上上市公司，撬动形成千亿级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助推数字河南更出彩。

“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之
年，河南省已取得决定性进展。目前，
省政府国资委正在加快推进水务、体
育、农业和资本运营领域重组整合。”刘
孟连说，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国有企
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为全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③9

河南国资国企“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敲定

资产总规模将达10万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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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农贷通”助力夏粮收购
□王冰珂 张超

六月，叶县的田野，一派丰收景
象。作为平顶山市粮食主产区，目前
叶县夏粮已收割完毕，等待着颗粒归
仓。为更好服务夏粮收购，邮储银行
平顶山市分行加大信贷支持，创新信
贷产品，优化办理流程，为该市“三
夏”生产保驾护航。

6月 8日，在叶县田庄乡小张村
袁涛粮油购销站，34岁的袁涛涛正
在忙着收购小麦。袁涛涛告诉笔
者，今年小麦产量高，亩产平均能达
到 1200 斤，今年收了约 1000 吨小
麦，前几天已经卖了三四百吨，等到
秋粮下来前，剩下的六七百吨也会
卖出去。

夏粮收购时间紧、任务重，手里
有钱才能收粮不慌。“这次邮储银行

真是帮了大忙，给我贷了80万元，预
计用两个月，我对今年的生意很有信
心。”前不久，作为邮储银行叶县支行
老客户，袁涛涛带着身份证、营业执
照和银行流水，申请了该行的“农贷
通信用”贷款，三天就收到了钱。“手
续简单，放款速度快，借还都很方
便。”袁涛涛说。

叶县任店镇辉东村的收粮大户
党会霞也是邮储银行“农贷通”的
受益者。党会霞今年 49岁，性格热
情 爽 朗 ，从 事 粮 食 收 购 已 有 八 九
年，今年收了 1300多吨小麦。虽然
竞争激烈，再加上运输、过筛等成
本，利润不高，但是党会霞对未来
还是充满期待。

每到收粮季节资金紧张的时
候 ，党 会 霞 都 会 来 到 邮 储 银 行 贷
款。今年 4 月份，她又从该行申请

了 50万元的“农贷通保证”贷款，再
加上房产抵押等形式，总共贷了 120
万元。“他们服务特别好，待人亲切，
可以说随叫随到，贷款非常顺利。”
她说。

据该行信贷客户经理娄菲菲介
绍，目前针对辖内种植养殖大户和粮
食收购户，邮储银行推出了“农贷通
保证”和“农贷通信用”两种特色产
品。“农贷通保证”贷款需要至少一人
担保，额度最高 200万元，有效期为
24个月，随借随还。针对粮食收购
老客户，该行推出了“农贷通信用”贷
款，不需要担保人，放款速度快，额度
最高 80 万元，有效期同样为 24 个
月，随借随还。截至目前，该行粮食
贷共计放款 543笔 2.7 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幅91%，有效地保障了广大农
户的资金需求。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一马路支行经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批
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公告如下：

终止营业：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一马路支行

住所：郑州市二七区一马路
82号

机构编码：
B0004S241010077
许可证流水编号：
00926230
批准成立日期：
1988年 5月 28日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
2022年 4月 12日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
终止营业的公告

□王冰珂 马笑丹 何菲菲

连日来，汝州市接连发布高温橙
色预警，用电负荷逐步攀升，为了备战
夏季用电高峰，6月13日，国网汝州市
供电公司结合度夏措施的节点进度，
积极采取针对性措施，对 110千伏范
集变电站进行红外测温，积极应对度
夏用电高峰。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夏季
生活用电负荷不断增长。国网汝州
市供电公司全力应对负荷增长，深入
分析 2022 年迎峰度夏工作的重点、
难点，制订应急预案和重要线路、重
要客户、重要场所、重要台区的保电
方案；全面开展电网、设备安全大检
查，对查出的隐患和缺陷逐一整改，
并针对高温、大负荷设备重点巡视，
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深层次发现设备

缺陷、隐患，全面把脉电网设备运行
工况，为迎峰度夏期间安全运行奠定
良好基础。

同时，该公司检查供电设备设
施、杆塔基础、防风拉线等设施是否
存在隐患，是否有防冲刷、防大风倒
杆等地质灾害的预防措施；充分做好
迎峰度夏期间输、变、配电设备备品、
备件及抢修物资的准备工作，要求各
级值班和抢修人员实行 24 小时值
班，确保第一时间快速反应，尽最大
力量减少停电损失，保障全市居民安
全用电。

此外，针对夏季电网运行方式和
薄弱环节，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开展
迎峰度夏安全用电宣传，帮助客户排
查安全用电隐患，指导客户安全用电，
认真受理客户保修与咨询，保障客户
度夏安全可靠用电。

国网汝州市供电公司

积极应对度夏用电高峰

6月 12日，洛阳市洛龙区
李楼镇河南恩生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智能联动温室大
棚内，员工在采收水培蔬
菜。该公司致力于发展现代生
态农业，助农就业增收。⑨4
聂冬晗 张俊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