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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热火锅走红以来，围绕其安
全性的讨论便不曾断绝。记者了解
到，自热火锅的加热原理是利用发
热包内的物质与水接触，释放出热
量，上层食材锅内的食物吸收热量
后温度升高。这样的操作方式，本身
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发热包发
生破损，可能会喷出高温液体，一旦
通气孔堵塞，甚至可能引发爆炸。加

之，一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擅自采
用价格低廉但反应过程不稳定的发
热剂，进一步加剧安全隐患。

此前，成都、上海等地都发生过
消费者食用自热食品过程中因操作
不当等引发爆炸，伤及身体等事件。
此外，发热包破损混入食材，消费者
误食后灼伤口腔的现象也时有发
生。

自热食品缺乏统一的安全标
准，是行业发展的一大短板。今年 3
月 15 日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发
布了《自热方便食品标准》团体标
准，但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行业安
全标准。一些企业履行标准的积极
性不高，尤其是一些“小作坊”产品
埋下的隐患更大。

“自热火锅在疫情的推动下得

到了高速发展，这是一个阶段性的
红利。”业内专家指出，未来随着宅
经济、懒人经济等逐步深化，自热火
锅有一定的市场，但在国标还没出
台之前，市场规模以及增速都将控
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需尽快制定自
热火锅规范、统一的标准，让标准短
板先长起来，才能迎来更广阔的市
场。 （中新网）

防范风险，业内呼吁提高门槛制定行业标准

不用呼朋唤友凑局，免去了火

锅店的排队之苦，只需一杯水，几分

钟之内就能在家吃上热气腾腾、食

材丰富的火锅，甚至连碗都不用洗，

自热小火锅的诞生对于吃货们来说

实属福音。

今年疫情让餐饮行业的堂食生

意备受打击，但对以自热小火锅为

代表的方便速食行业来说，却迎来

“疫”外之春，不仅销量井喷，大额融

资也密集落地。5月中旬，网红自热
火锅品牌“莫小仙”“自嗨锅”“食族

人”于一周内同时完成融资，自热食

品迎来高光时刻。然而在业内人士

看来，受资本追捧的自热火锅市场，

危与机并存，亟待完善行业标准来

进行规范。

在消费升级、懒人经济等助推下，自热方便食品快速兴起受资本追捧

一周三融资，自热火锅大热

从“方便面配火腿肠”到自热小
火锅、螺蛳粉、自热米饭等，近几年
方便速食升级迅速，新产品层出不
穷，其中尤以食材丰富、现煮现吃的
自热小火锅备受追捧。

“我购买和试吃过多个品牌的
自热小火锅产品，食材丰富、营养均
衡是我选择它的主要原因。”90后李
乐是自热小火锅的资深爱好者，她
告诉记者，自热小火锅不用火、不用
电且操作简单快捷，对于没时间做
饭、生活节奏快的单身族、上班族都
十分友好。

记者走访了几家大型商场和超

市发现，自热小火锅与方便面摆在
一起，稳占超市方便食品货架的 C
位。自热小火锅外包装上标注的“不
插电、不用火，一杯冷水吃火锅”等
广告词十分显眼，品牌涉及十余种。
因菜品种类和荤素搭配之不同，自
热火锅售价在 9.9 元至 33.8 元之
间，其上层内盒放底料和食材，下层
放发热包。

自热火锅于 2015 年出现，在
2017年迅速走红。随着自热小火锅
的走红与火爆，越来越多的企业加
入其中。如今，这一细分赛道已有超
过 300个自热火锅品牌。记者梳理

资料发现，比较典型的自热火锅品
牌有三类：一类是传统的火锅巨头，
诸如海底捞、小龙坎、重庆德庄等，
凭借原有的品牌推出自热火锅产
品，以拓展新的消费场景；一类是休
闲零食制造商企业，依托生产线进
行横向的品类扩展，如良品铺子、百
草味、三只松鼠等；还有一类则是莫
小仙、自嗨锅这样的以自热食品起
家的新兴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20年，疫
情加速了自热火锅市场的发展。数
据显示，1月 20日至 2月 2日期间，
自热方便食品在热销产品中排名第

二。其中，“自嗨锅”订单量增长超
200%，是往年的 10倍；“莫小仙”销
量同比增长近 400%，2020年预计销
售额可达 8亿元；“食族人”3月的出
货量同比增长了 30%，3月成交金额
增长至 9000万元。销量爆增之下，
线下商超和便利店供不应求，淘宝、
京东等线上渠道也都出现断货的现
象。

据青山资本研究报告，方便速
食已经是一个 2500 亿元级别的市
场。2015年至 2018年，自热火锅市
场规模由 2.3 亿元增长至 44.9 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550.7%。

“疫”外之春，自热火锅销量井喷

鉴于自热火锅未来的广阔市场
和疫情带来的阶段性红利，资本也
闻风而动。

5 月 17 日，自热火锅品牌“莫
小仙”宣布已于近日完成数千万
元 A 轮融资，由金鼎资本独家投
资，青桐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天眼查信息显示，本轮融资将主
要用于线下渠道拓展、全产业链
优化、品牌打造等方面，以获得更

多的市场份额，打造新生代自热
火锅品牌。

然而，备受资本追捧的自热火
锅品牌并不是只有一家。5月 11日，
“自嗨锅”完成由经纬中国独家投资
的逾亿元 B 轮融资；5 月 9 日，“食
族人”完成数千万元 A轮融资，由众
晖资本投资，青岭资本担任独家财
务顾问，主要用于品牌建设、人才引
进和渠道拓展。

“莫小仙”“自嗨锅”“食族人”皆
成立于 2017 年，2018 年陆续入局
自热火锅市场，凭借淘宝、京东等电
商平台迅速走红，随后布局线下。数
据显示，“莫小仙”线下进驻了沃尔
玛、大润发、家乐福、盒马等商超和
便利店，目前，覆盖终端渠道 10
万+，线下经销商 300+；截至 2019
年末，海底捞自热小火锅的全国经
销商已有 2000家，覆盖 30余万家

终端网点。
同样，巨头在自热食品市场

的业绩表现十分亮眼。以海底捞
为例，财报显示，海底捞自热产
品 2017 年年中上市，2018 年自
热食品系列营收 4.49 亿元，销售
同比增长高达 631.2%；2019 年
海底捞关联上市公司颐海国际
旗下的自热火锅营收已突破 10
亿元。

闻风而动，多类资本短时间内相继介入

周一(8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
1200亿元 7天期逆回购操作，当日
5000亿元 MLF到期，无逆回购到
期。此外，央行将于 6月 15日左右
对本月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
一次性续做，具体操作金额将根据
市场需求等情况确定。

6月以来，央行连续三个工作日
暂停公开市场操作，理由均是“目前
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
水平，不开展逆回购操作。”之后分别
于 6月 4日及 5日开展了 700亿元、
1500亿元的 7天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6月 1日—6月 5日当周，
央行累计进行逆回购操作 2200 亿

元，鉴于有 6700亿元逆回购到期，所
以公开市场当周净回笼 4500亿元。

民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解运
亮此前表示，本周累计有 2204亿元
政府债券达到缴款日期，有 2200亿
元逆回购到期，周一有 5000 亿元
MLF到期，预计央行会适度开展公
开市场操作进行对冲。

国金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周岳
认为，从节奏上看，逆回购和 MLF
到期主要集中在月初，将会对流动
性造成一定影响，预计央行将适时
开展操作，来使银行体系流动性维
持合理充裕。

近期债市波动剧烈，债券收益

率上升，中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此 前近 2.5%的低点 大幅 升 至
2.85%。对于此轮债市调整，国海证
券分析认为，继 5月末流动性明显
收紧之后，跨月以来银行间资金利
率虽有回调，但在公开市场操作净
回笼的情况下，并未回到 5月初的
较低水平。同时央行推出购买小微
贷款新型工具，但并未放出降准降
息的消息，使得市场确立了货币政
策由“宽货币”转向“宽信用”的预
期，导致债市出现大幅调整。

国海证券指出，虽然本阶段货
币和债券利率上行，有利于防止资
金空转和“浑水摸鱼”现象的出现，

但过快上行也不利于实体经济在疫
情后的复苏。从央行近期公开市场
操作判断，DR007 上行至 2%以上
时，央行会加大货币投放力度，因此
利率上行有顶。下一阶段债市或将
迎来箱式震荡的格局，并存在交易
性机会。

中信证券明明认为，综合考虑
后续基本面的恢复进程与货币政策
的节奏，短期内趋势性熊市尚未到
来，在基本面弱复苏、宽信用发力叠
加货币政策踌躇的组合之下，震荡
市将是后续债券市场的主要特征，
预计 10 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将在
2.6%~2.8%的区间震荡。 (中新网)

“降准”会来吗？央行本月将续作“麻辣粉”，数额待定！

机构持仓一直是普通投资者十分关注的风向标。《证券日报》记者日
前获悉，目前逾七成百亿级私募仓位已超过了八成，且年内仓位一直处于
稳定上升的态势。同时，股票型私募整体维持较高仓位。截至目前，私募整
体仓位较年初已上升了 5.27个百分点，其中百亿元级私募加仓幅度最
大，较年初已上升了 15个百分点。

多位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私募机构表示，今年以来，基本面不
确定性因素较多，但 A股市场整体估值水平也不高，在宽松流动性预期
下，A股不具备大幅下跌的可能。随着三季度指数进入震荡行情，结构性
机会依然会有，届时会适当保持增仓态势。

逾七成百亿元级
私募持仓超八成
有私募称三季度还会适当增仓

《证券日报》记者从私募排排
网处获悉的最新数据发现，年内
百亿元级私募仓位整体保持较高
水平，且有逐步加仓的态势。截至
目前，逾七成百亿元级私募持仓
超过了八成，年内也一直处于稳
定上升的态势，目前较年初上升
了 15.02个百分点。

富果投资基金经理谈建强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受疫情影响，
今年一季度公司整体仓位保持中
性偏多态势，操作上以逢低吸纳
优质个股和尝试把握波段性投资
机会为主。“今年基本面不确定性
因素增多，但 A股整体估值水平
不高，在宽松流动性预期下，指数
也不具备大幅下跌的可能；预期
指数在三季度将进入宽幅震荡格
局，结构性机会依然会有，会适当
保持增仓态势”。

与富果投资一样持增仓态度
还有君弘投资。其投资总监肖猛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季度
公司以科技和新能源板块为主，

且一直保持较高仓位运作，二季
度以来，随着基本面不确定性因
素增多，消费电子和新能源产业
链也受到冲击，公司在持仓上适
当做了一些调整，整体仓位有所
降低。

不过，肖猛表示，6月份是时
间观察窗口，如果全球疫情得到
控制，且不具备再次暴发可能，将
在三季度适当增加仓位；具体到
行业配置方面，看好 5G和新能源
汽车板块，以及传统周期性行业
的复苏机会。

成都君海投资总经理涂君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年初以
来一直保持着满仓状态，集中
配置的板块有保险、地产、白
酒，仓位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基于对高端白酒为主的消费
板块看好，公司在相关个股股
价的底部区域建仓，经历了消
费的逐步恢复，目前高端白酒
除局部依然估值较低外，基本
已处于合理状态。”

整体保持较高仓位

即将进入三季度，私募对于
三季度的资产配置表现出不同侧
重，但整体比较看好科技和消费
板块。

中睿合银董事长兼投资总监
刘睿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三季
度依然会坚持对消费、科技和基
建的投资策略，通过行业比较选
出最优的个股，并在仓位上保持
灵活策略，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
确定性。首先，在国内可选消费方
面，重点考虑前期受损严重的休
闲服务、交运机场、汽车等板块；
疫情影响消除后，行业的修复弹
性最大，此外，在当前行业具备估
值优势下，龙头公司性价比更高。

此外，刘睿表示将重点考虑
消费电子。他说，消费电子是面向
全球的终端需求，预计会受经济
复苏的催化影响。同时，以通信为
代表的科技板块确定性较强，疫
情并不会影响该行业的发展前
景。

榕树投资研究主管李仕鲜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公司

持仓主要集中在两大板块：一是
消费类板块；二是科技类板块。在
疫情影响后，消费需求的反弹是
最具有确定性的，食品饮料类公
司的业绩也能看到改善；此外，未
来以新能源汽车、5G、大数据、AI
等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
会成为资金和政策重点投向领
域，因此，未来科技板块的投资机
会较大。

李仕鲜说，“我们看好三季度
市场行情，目前一直处于较高仓
位状态，后期依旧重点看好消费
类板块和新能源、5G、半导体为核
心的科技类板块。”

涂君补充表示，受诸多基本
面因素影响，目前保险板块估值
依旧很低，类似于年初的白酒板
块估值，但只要深入对保险行业
的研究，可以看到该板块的估值
还有很大上涨空间，未来将会有
很好的买入机会。三季度，公司将
会对消费、保险和地产板块进行
再次配置。

（中新网）

看好科技和消费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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