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寿”又“素颜”

今年月饼保质期缩短一月

近日，记者走访市内各大超市发现，今

年上市的月饼“寿命”大大缩短了。今年月

饼保质期缩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今年

6

月

出台的国家新版《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实

施后，合成色素、增白剂等

27

种食品添加剂

被禁止使用， 包括为月饼馅料上色的合成

色素、增加香气口感的香精香料、延长“寿

命”的防腐剂等。往年月饼的销售期限一般

是

90

天到

95

天左右， 今年执行国家新的标

准，月饼的保质期只有

60

天，一些水果类口

味的月饼保质期只有

45

天左右。

另外，今年各类月饼的色泽较暗淡，看

上去不再那么金灿灿的。 由于不少果味月

饼需要使用甜味剂、化工合成色素，但新标

准却禁用这类添加剂， 这也使得果味月饼

今年在市场上大大减少。据销售人员介绍，

这些“素颜”的月饼更健康。 焦作晚报

中国人民银行17日发布的《金融业发

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将坚

持按照市场化方向推进金融重点领域与

关键环节改革， 不断完善金融运行机制，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

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规划称，将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

域和边界，减少政府对微观金融活动的干

预，要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

资本项目可兑换、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

业等方面稳步推进改革。

规划强调， 将按照条件成熟程度，通

过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等途径，有序

推进利率市场化。

规划提出，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

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改革。将进一步研究建立人民币对新兴市

场货币的双边直接汇率形成机制，积极推

动人民币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周边国家

货币汇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

规划提出，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

限制， 健全资本流出流入均衡管理体制，

完善对外债权债务管理，稳妥有序推进人

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规划还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

域提出了要求。

新华社

特别

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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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女鞋之都博览会”系列介绍

成都十大鞋革品牌评选 您说了算！

“2012中国

（成都）

金融理财节”组委

会为咨询民间理财的市民特别设立的“民

间理财热线”（028）86789546已经开通一

周，截至昨日，累计接到了一百多个咨询

电话。成都商报记者从接听热线的机构嘉

宾处了解到，大部分来电的市民最关心的

还是资金安全问题，以及民间借贷这种投

资理财方式的正规性。

如何才能识别阳光化、 规范化操作的

民间借贷机构？今日做客“民间理财热线”

的机构嘉宾是成都首批取得融资和理财中

介资质的公司———四川仁安投资有限公

司。拨打“民间理财热线”（028）86789546，

无论你的问题有多尖锐， 仁安投资都会接

受你的“拷问”！

成都商报记者 张蒙

今日机构嘉宾：仁安投资

“

民间理财热线”电话：

028-86789546

（每日

14:00 ~17:00

开通 ）；

028-61355885

（仁安投资专线）

机构介绍：

四川仁安投资有限公司是成都首批

取得融资和理财中介资质的借贷中介服

务机构，专注于为借款人和理财人搭建一

个安全可靠的借贷平台。仁安投资最大的

特点就是中立性和客观性，以客观独立的

角度为借贷双方提供优质服务。作为“独

立第三方”，仁安投资既不吸储，也不直接

进行融资，更不经手客户资金，其推出的

平台模式， 是为了促进民间借贷阳光化，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服务小微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这对我们来说绝不只是一句挂在嘴边的

口号。”昨日，农行四川省分行小企业业务

部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该行今

年以来从解读最新政策、 落实激励机制、

匹配专项信贷规模、完善金融产品、提升

客户经理素质等多方面加大对小微企业

的支持力度。

据了解，早在2008年初，农行四川省分

行就成立了小企业业务推动工作领导小组，

并制定了小企业业务五年发展规划，实行小

企业优先发展战略。2009年5月，省分行成立

了小企业业务部，二级分行成立了小企业金

融部，统一管理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今年， 按照总行小微企业零售化经营

思路， 四川农行在现有小企业专营服务机

构的基础上，选择部分小微企业业务量大、

发展前景好、 管理水平较高的支行， 按照

“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专门政策、专门授

权”的要求，成立10家小企业金融服务中

心，中心集调查、审查、审批和经营管理于

一体。 省分行优先配置中心财务、 信贷资

源，制定单独的激励考核措施，推动中心小

微企业服务工作做深做细、做大做强。

据了解， 在加大小微企业信贷投入的

同时， 四川农行注重提升小微企业客户经

理素质。从今年5月23日起，在全行开展对

公业务“一周一产品”视频培训，培训对象

包括：各二级分行、一级支行分管副行长、

前台各部门经理、客户经理；网点主任、客

户经理等，每期培训人员在1000人以上。

该负责人称，培训内容主要是解读发

改委、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等部门最新出台

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及

该行的金融产品， 如小企业 “简式贷”、

“智动贷”、“厂房贷”、 小企业应收账款

质押和国内保理业务等。据介绍，在人员

培养方面，四川农行还推动小微企业营销

激励考核兑现到人、到团队，从而调动客

户经理开展小微企业营销的积极性。

通过以上措施，四川农行今年小微业

务发展迅速。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截

至2012年8月末， 四川农行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310.6亿元， 较年初增加44.3亿元，同

比多增21.9亿元； 小微企业贷款增幅

16.7% ，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平均增幅8.45个

百分点。据了解，在省分行营业部今年开

展的18场“面对面”宣传活动中，直接对

接、走访小微企业160余家，达成金融服务

意向的60余家， 融资需求3.5亿元； 仅4月

份，该部就投放小微企业贷款40笔、金额

2.5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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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竟然把

通威海南纯生鲫鱼道具

吃光了

吃光了

2012

年
9

月
15

日阳光灿
烂，微波粼粼。 通威海南纯生鲫
鱼的广告片正在紧张拍摄，拍摄
现场欢声笑语，气氛融洽，一百
多号人紧张而忙碌，广告创意人
张默闻先生和道具师们正在紧
张地加工着通威海南纯生鲫鱼，

一股股的香味飘进摄影棚，里面
传出了惊叹：什么东西这么香？！

第一盘海南纯生鲫鱼

炸鱼片被全部吃光

“READY！ ”随着导演话音落

下，广告片正式开拍。几个镜头下来，

副导演急忙跑过来，说要暂缓下。 原

来是因为通威鱼道具被演员们一下

子没能按捺住口腹之欲，几乎把做道

具用的通威鱼全部吃光了，只能等厨

师重新做好一份后再开拍。

饰演奶奶的国家一级演员走过

来说：“导演，非常抱歉，这个鱼片蛮

好吃了，我在上海长大的，吃了这么

多年的鱼，还从来没吃过这么鲜嫩爽

口的鱼肉，一下没忍住，那个……就

吃光了。 ”这时，小演员琪琪跑上来：

“导演叔叔，这个鱼片很好吃的，你也

尝尝啊？”他竟然还吮着指尖，一副回

味无穷的样子。 结果可想而知，道具

肯定没了，道具厨师又得去准备第二

份了。

第二盘海南纯生鲫鱼

纯鱼丸又被全部吃光

“READY！ ”导演宣布开始拍摄

鱼丸。

摄像机追随演员的动作而不断

摆动，导演目光严肃地坐在监视器旁

边。拍摄到演员们全家吃通威鱼丸的

这一段时，导演突然眉头一皱大声喊

道：“忘词啦！ ”

导演走到片场对出演全家的全

体演员说：“你们怎么回事， 光顾着

吃，台词呢？”经常在浙江横店拍戏的

“局长专业户”说：“导演，这鱼丸味道

太好了，就一边表演一边吃了，一吃

进嘴巴里我就光顾着品尝它的味道，

结果就忘词了，再来一次吧。”导演无

奈地摇了摇头说：“正好 12 点了，干

脆就在这里吃午饭吧。 ”于是一桌子

鱼丸成了丰富的午餐。

拍片现场变成了

通威海南纯生鲫鱼的新品发布会

在拍摄间隙，片场的工作人员纷

纷涌向通威食品事业部的研发专家

亚经理， 亚经理干脆来了个现场发

布，作为业界率先采用“纯生化管理”

的通威海南纯生鲫鱼，从鱼苗源头开

始严格把关，真正实现了从鱼苗到餐

桌的全程可控、可追溯，杜绝食品安

全问题的产生，产品更新鲜、更健康、

更营养。通威海南纯生鲫鱼之名也由

此而来。根据对通威海南纯生鲫鱼的

微生物、病毒、重金属和感官分析等

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后，检测的结果完

全符合中国、 欧盟及美国的标准，其

质量和安全标准已经达到国际一流

水准。 不添加任何激素、不添加任何

抗生素、不添加任何违禁药品。现在，

通威国家级研发中心已经用海南纯

生鲫鱼研制了多种方便大家食用的

美味， 有鱼肉含量高达 80%的鱼肉

丸、专为孩子准备的儿童成长聪明鱼

丸、还有三分钟面包鱼条、微波鱼片，

特别适合不太会做菜的 80 后、90

后，3 分钟搞定一顿美味佳肴， 而且

10 月份就会在成都抢先上市， 可以

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来自海南的各种

纯生鲫鱼。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

名水产专家吴宗文曾经说过，“我吃

通威鱼已经 10 年， 吃过通威鱼你就

不想再吃别的鱼了，你看我身体一直

很好，走起路来很多年轻人都赶不上

我呢！ ”

最后，导演风趣地说，“我吃过很

多鱼丸，但是我没有吃过这种不添加

任何食品添加剂、 连味精都不添加

的， 但味道真的鲜美， 原汁原味，Q

中带弹，鲜嫩爽口，这么好吃的鱼丸

了！ 那个微波鱼片，我得多放点在办

公室的冰箱里， 加班的时候热一下，

三分钟搞定美味，完全是为我量身定

做的产品。听说你们的原料都是海南

纯生鲫鱼，真的让人看了就流口水！”

想吃通威鱼， 就赶紧拨打
这个电话：

400-8080888

。

全能产品，立足未来

满足企业价值需求

成都合联新型产业园， 从企业的视

角关注客户的需求，秉承“为企业而想，

为企业而建”的服务理念，遵循工业厂

房未来发展趋势，开创工业厂房集生产、

办公、展示、接待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新

格局。 全力贯彻国家关于工业厂房建设

的各项方针政策，经多方案比较论证，以

国际标准设计建设出具有最佳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新型工厂。

能生产

厂房功能完善， 建设采用超大跨度柱

网， 使其标准厂房能最大化适应各种轻型

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创新型多层独栋结构，

并预留夹层空间， 为企业扩大生产空间提

供便利条件。自由灵动的组合形式，能让企

业根据自身需求自由选择、 组合企业生产

车间，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厂房需求。

同时流畅便捷的厂区交通体系和充足的能

源供应， 都为企业顺利高效生产提供了有

力保证。

能办公

区域合理布局，功能多样，集企业生产

和办公于一体，最大化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降低企业发展成本。

能展示

不仅拥有企业文化专属展示空间，同

时建筑立面采用玻璃幕墙设计， 构成企业

专属形象展示墙， 提供企业形象展示和品

牌传播平台。

能接待

独立接待专区， 是企业拓展商务活动

的私密交流空间。 为企业商务活动提供便

利条件，节约企业商务运营成本。

以人为本、生态高效

助力企业快速腾飞

成都合联新型产业园， 以崭新的姿态

着眼未来， 注重人对空间环境的体验和感

受，通过空中花园、内庭景观院落及建筑玻

璃幕墙，将生态引入建筑内部，创造出让人

产生归属感和亲切感的生产生活环境，为

企业构建高效率、生态化、舒心型的工作生

活空间，以此助力企业腾飞。

成都合联新型产业园秉承“为企业而

想，为企业而建”的服务理念，一切从中小

企业需求出发，创新产品功能，助推中小企

业迈入跨越式发展的崭新时代。

（吕波）

全能厂房 首现成都

成都合联新型产业园卓越产品亮相西南

新潮月饼受追捧

直径1.4米的“祈福大月饼”， 重达

300公斤……昨日的沙湾会展中心内，人

潮涌动，伴随着争霸赛上的创意烘培作品

闪亮“登场”，第十二届中国

（四川）

月饼

节暨烘焙食品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来自

广州、上海、杭州等30余个城市的400多家

厂商、千余种月饼集中亮相月饼节，集中

了广式、苏式、川式等六大传统派系。

现场， 各式烘焙作品的奇妙创意组

合让人叹为观止。例如，月饼上雕刻着龙

凤呈祥图，用面包、巧克力搭建的“凡仙

月夜共赏中秋”等作品，让参观的市民

大饱眼福，惹得人们纷纷举起相机、手机

拍个不停。

除了别具创意的烘焙作品， 展会上

各式新潮月饼也受到市民的追捧， 山药

味、螺旋藻味、雪莲花味等打着健康养生

主题的月饼格外抢眼。“这类月饼最大的

特点是口感舒适，低糖、低脂肪。”组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开发绿色健康的月饼，已经成为一

种趋势。另外，需冷藏保存的冰淇淋味、

麻辣味等特色月饼均受到市民的欢迎。

成本上涨

本地月饼商米旗主打低糖概念，月

饼价格范围从90多元到800多元不等。总

经理颜俊祥表示， 公司从2008年开始参

展月饼节，主要是为提升品牌形象。由于

是厂家直销，展会月饼价格便宜不少，其

中200元左右的中档月饼比较畅销。

“预计公司在今年展会上能达800

万元的销售额。” 天伦月饼代加工部经

理朱理彦表示， 这个销售额约占公司成

都市场总销售额的5% 。

中国澳门香香月饼四川营销中心经

理金薇表示， 当日上午已接下十几个团购

大单。

据多位商家负责人表示，总体来说，按

照市场价，今年相比去年，月饼价格上涨约

3% ~5% ，而成本上涨近10% ，主要由于用工

成本的增加。

包装简化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参展企业在

价格方面的优势主要源于包装上的简化，

很多知名厂家都纷纷选择了低调线路，一

般采用纸盒包装。

据组委会统计，月饼节开幕当天就吸

引了3万市民前往，成交额也迎来开门红，

达2800万元。据悉，该届展会由四川省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四川省商务厅与四川

省工商业联合会联手主办，展会将持续至

9月28日。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摄影报道

成本上涨近一成

月饼“素颜”又“减寿”

全球工业的快速发展，致使中国

中小企业的未来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在此时代背景下，一座以“振兴民族

工业，发展中小企业”为历史使命，力

求为中小企业构建理想的发展平台，

秉承“卓越园区，服务中小”园区宗旨

的新型产业园区———成都合联新型

产业园应运而生。以其卓越的创新理

念和代表世界前沿水平的工业厂房

产品，为其所在地寿安工业集中发展

区乃至整个成都的工业产业发展注

入了强大的动力，标志着成都工业地

产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

成都合联新型产业园

地址：成都蒲江寿安新城

热线电话： 028-88680101

首批取得资质的大牌机构今日当嘉宾

下午2时~5时，“民间理财热线”（028）86789546等你发问

加大信贷支持 全力服务小微企业

农行四川省分行连出新招

一件奢华的皮草可以让您成为众人

瞩目的焦点， 一双美丽的鞋子可以带您

到任何想去的地方……那么， 哪些皮革

品牌才是最值得消费者信赖的呢？

笔者昨日获悉， 为了提高成都鞋革

品牌的美誉度，推动消费者和鞋企、商家

互动，在“2012第七届中国女鞋之都博

览会”期间，将举行第三届成都骄傲品

牌巡礼暨“我最喜爱的十大品牌”评选

活动，消费者可到新浪、全搜索等网站上

参与互动。

成都作为中国女鞋之都， 武侯皮革

城、 武侯直销鞋城两大时尚商城内汇集

了众多国际知名皮革品牌，如艾米奇、花

晨月、玛伊莲奴、路尚、米尔奇、欧米高、派

中派、盛仙妮、雅美迪、依百兰等，园区内的

鞋革工厂生产的商品也远销欧美、 东南亚

以及俄罗斯、 法国等国家和地区。 一直以

来，成都的鞋革产业墙内开花墙外香，为了

让消费者对“成都造”有更深入的了解，此

次评选活动将以中国女鞋之都两大核心专

业市场武侯皮革城、 武侯直销鞋城为宣传

展示平台，通过媒体展示、结合市民消费体

验等方式，从两大商城内数百个品牌中，评

选出最受广大市民喜爱和信赖的品牌，并

于采购节期间正式向获奖商家授牌。

对于此次评选活动， 众多鞋革商家也

是铆足了劲，“我们是成都鞋企中少有的专

注做内销的本土自主品牌鞋企，拥有5个研

发中心，与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女鞋研究、开

发机构深度合作、同步推新，近年来每年推

出新品系列40个以上。”成都市艾米奇鞋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笔者， 目前艾米奇在

北京、上海、西安等全国26个大中型城市的

200余家国内大型商场设有专柜，“我们希

望通过此次评选活动， 扩大艾米奇的晓谕

度，把我们新潮、时尚、前卫的设计理念带

给消费者。”

金融改革“十二五”规划出台

冰淇淋味、麻辣味、鲍

鱼味……昨日， 第十二届

中国（四川）月饼节暨烘

焙食品博览会在沙湾会展

中心开幕，千余种月饼“登

台”亮相。据统计，月饼节

首日吸引了约3万市民前

往，成交额达2800万元。

据多位参展月饼商家

负责人表示，总体来说，今

年相比去年， 月饼价格上

涨约3%~5%， 而成本

上涨近10%， 主要由于

用工成本的增加。

相 关 链 接

简单方法鉴别月饼优劣

一般来说，食品添加剂是每日允许摄

入量标准值越小，其相对毒性越大。如月

饼糕点中经常添加的山梨酸钾，它的人体

每日摄入量为

0~25

毫克之间，食用含有添

加剂的食品， 添加剂的量在正常范围内，

便是安全的。所以在购买月饼时，第一应

选择正规的食品生产厂家；第二应看营养

标签和保质期；第三应检查包装是否完整

不漏气。最受欢迎的鲜肉月饼是没有保质

期的，买回来要当天吃完。其次，水果和豆

沙馅的月饼添加剂含量偏低， 但容易变

质。在购买时尽量挑选脂肪和糖分含量偏

低的月饼。最后，消费者购买月饼后应向商

家索要并保留发票等凭证， 以便发生质量

问题进行投诉。 新民晚报

月饼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