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摄
影报道）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了2019
年度科学技术成果获奖名单，喜旺集团主持
承担的“酱卤肉制品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应
用”项目荣获杰出科技创新奖。

据了解，2019年度全国仅有9家科研机
构、企业获评中国农业科学院“杰出科技创
新奖”。本次喜旺获评“杰出科技创新奖”，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对喜旺在“十一五”到“十
三五”期间，深耕传统酱卤肉制品领域，攻克
肉制品营养关键技术，引领肉制品行业转型
升级的高度肯定。

率先推广零添加健康技术
引领行业升级

本次获奖的“酱卤肉制品加工关键技术
创新与应用”项目，针对传统酱卤肉制品生
产工艺落后等问题进行技术攻关，突破了隧
道速冷、精准挂汁、气调包装、全程冷链控制
等关键技术，创制了酱卤肉制品连续式隧道
速冷、智能化挂汁、0添加等一系列现代化
装备，解决了多项困扰行业的技术难题，不
仅提升了肉制品加工企业的自动化程度，更
最大化保留肉制品的营养。

随着多项困扰行业发展技术难题的攻
克，喜旺的产品研发也朝向营养、健康的方
向快速推进，公司研发的0添加系列产品就
是这一技术的典型代表，这将带动行业朝着
营养、健康的方向发展。

研发贡香肉酱
用科技还原传统营养美食

借助海外研发中心，喜旺实现了西方先
进的加工工艺、营养健康的产品理念与国内
传统香料配方的完美结合，研发出喜旺贡香
肉酱等新品。贡香肉酱是胶东半岛的传统
美食，当地人用上等猪肉，添加大块香菇、海
带等辅料，经自然发酵、烘培、熬制等复杂工

艺制成，既有山的味道，又有海的鲜美，相传
以前曾是宫廷鲁菜御厨的调味秘招。喜旺
历时数年挖掘民间秘方，配以可食用的草本
食材做香料，在还原传统古法的基础上，结
合现代化生产工艺，充分保持产品的营养成
分，一上市就在各地引发抢购热潮。

申请国家专利数十项
参与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制定

本次喜旺的科研项目得到中国农业科
学院的认可，离不开喜旺多年来专注于酱卤
肉制品的研发，研发实力得到了整个行业的
认同。“基于在肉类行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喜
旺多次被国家相关部门确立为国家、行业法
规标准的制修订单位”，喜旺集团研发中心
主任张建梅介绍。自2009年起，喜旺先后
参与了国家《肉与肉制品术语》《酱卤肉制

品》等14项国家、行业标准的编写、修订工
作，成为肉制品生产加工标准主导企业。

致力于健康营养研究
产品征服西方市场

多年来，喜旺一直注重对新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于2005年在北美成立了海外研究
中心，是中国最早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的肉
制品企业。该研发中心拥有来自北美、欧洲
等世界各国的顶尖食品科学家，重点开展肉
食品营养的研究，在食品研发方面一直走在
世界前列。本次中国农业科学院授予喜旺
集团杰出科技创新奖，是对喜旺集团的科研
实力及在酱卤肉制品领域成就的高度认
可。喜旺将再接再厉，继续深研肉制品领
域，推动整个行业的升级转型，并加速集团
的全球化战略布局。

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

喜旺荣获杰出科技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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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孙长波）据市价格监测中
心监测，8月10日，我市主要粮
油副食品价格总体平稳。监
测数据显示，与上个监测日（8
月7日）相比，粮油价格保持
稳定，肉类、水果价格基本稳
定，鸡蛋、蔬菜价格小幅变动。

粮油价格持续稳定。面粉
（特一粉）平均价格2.37元（每
500克，下同），面粉（标准粉）
2.08元，粳米（标一）2.71元，小
米6.50元, 花生油（鲁花桶装
5L）153.29 元，大豆油（桶装
5L）37.12元，以上价格均持平。

鸡蛋价格小幅下降。鲜猪
肉（精瘦肉）平均价格 31.80

元，下降1.07%；鲜猪肉（肋条
肉）31.81元，鲜牛肉（新鲜去
骨）44.15元，鲜羊肉（新鲜去
骨）50.46元，价格均持平；鸡
蛋4.15元，下降3.71%。

蔬菜价格升多降少。20
种主要蔬菜平均价格3.12元，
上升2.72%。分品种看“12升
2平6降”，其中黄瓜价格升幅
居前，上升19.16%，茭瓜价格
降幅最大，下降6.71%。

水果价格平稳。6种主要
水果（苹果、梨、香蕉、橙子、桔
子、西瓜）平均价格3.82元，微
升 0.53%。分品种看“1升 4
平1降”，其中，苹果价格上升
3.40%，香蕉价格下降1.53%。

昨日我市菜价小幅上升
水果价格平稳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李俊玲 通讯员 李成修）
记者昨日从烟台毓璜顶医院
耳鼻喉科了解到，最近门诊接
诊的中耳炎患者明显增多，患
者以儿童居多，多数是洗海
澡、游泳防护不当“惹的祸”。

烟台毓璜顶医院耳鼻喉
科副主任张华表示，相比较成
人而言，儿童游泳更容易感
染。这是因为儿童的耳部结
构尚未发育完善，是较容易发

炎的一个部位。
张华向记者介绍说，天

热，洗海澡的人多了，很多人
在游泳和洗海澡时没有保护
耳朵的意识，导致海水进入耳
朵使鼓膜受伤，继而感染引发
中耳炎。如果得了中耳炎未及
时治疗，很可能会转为慢性化
脓性中耳炎，长期不愈。而反
复发生的中耳炎，可引起听力
丧失或严重的感染，重者可出
现败血症或脑膜炎危及生命。

医院中耳炎患者增多

海上游泳要护好耳朵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何晓波 通讯员 牟公宣）
女儿想交男朋友，母亲不同意
将其反锁家中。没想到，女儿
因此离家出走，导致亲朋好友
从大窑跑到城区寻人。民警、
辅警、警务助理、社会公益力
量，地下车库、网吧、冷饮店
……近8小时排查，终于将离
家出走的女孩找到。

8月6日16时，牟平公安
分局大窑派出所接到报警：辖
区某村的14岁少女杨某，离
家出走。民警立即与在牟平
城区查找女儿的报警人见面，
得知：因其女儿交朋友的事，
当日6时许，母女发生争执，
母亲将女儿的手机没收。11
时许，母亲离家，将女儿反锁
家中；12时许，母亲回家后，
发现女儿跳窗外出。报警人
发动亲戚朋友从大窑找到城
区，一直没有找到，无奈之下
选择了报警。

根据报警前得到的信息，
杨某于当日13时20分从位于
通海路与新建大街交汇处的
通海新城小区的同学家离
开。据此，大窑派出所民警第
一时间联系文化路派出所，在
该所警务助理群中发出协查
通报，并及时启动联系“搭把
手”公益救援队社会力量参与
查找，以通海新城小区为中心
向外扩展查找。

当日23时，民警在牟平
文化路海澜之家服装店南侧
的一个网吧内了解到：杨某在
半个小时前欲在该网吧上网，
因没有身份证被拒。民警、家
属及“搭把手”救援队员以网
吧附近为重点继续查找。23
时 30分，民警终于在距离网
吧200米左右的一个店内找
到了女孩杨某。

根据警情梳理，这已是近
期大窑派出所发生的第三起
离家出走案件。

警民合力近8小时

离家出走女孩终于找到了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海玲）8月10日下午约2
点40，烟台滨海广场的海边，
一位中年男子跳海轻生，正好
被附近钓鱼的市民发现，他们
立即通知了烟台东顺海上救
护队。在多名队员的努力下，
轻生男子被成功救起，等候在
岸边的医院救护人员立即对
他进行抢救。

事发地点位于滨海广场
白帆附近，接到求救后，烟台
东顺海上旅游公司经理吕永
田立即安排东顺海上救护队
的马健伟、王付、乔迎光3名
精干的队员驾驶救援船只实

施救援。仅用3分钟时间，救
援船只就靠近落水男子（已有
游泳市民先行接近落水男子，
并托起了他的头部）。救援队
员跳入水中，因为正处于涨潮
期，海边浪涌较大，将男子抬
上船时队员们颇费周折。

吕永田在岸上一边指挥
救援，一边拨打了110和120，
烟台山医院的救护车火速赶
至现场。轻生男子被抬上浮
桥后已经神志不清，医护人员
立即对他进行心肺复苏，随后
救护车将他送往烟台山医
院。记者昨晚发稿时，该男子
还在救治中。

东顺海上救护队
勇救海中轻生男

供热工人只是在寒风凛冽的冬天里才
忙碌吗？错，在夏天，热力工人们正在为了
下一个供热季而“挥汗如雨”，他们并不是我
们通常认为的“忙半年闲半年”，酷暑高温
中，供热工人们更加忙碌，为了保障冬季供
热工作顺利进行，他们需要在停暖期间的7
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锅炉检修维护、换热站
设施保养、管网更新改造、用户室内改造和
工程施工等多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可以
说只有经过炎炎夏日的紧张备战，才能保障
寒冬腊月里千家万户的暖意融融。

虽然已经立秋，“桑拿天”并未离开，10
日，在经过几天的凉爽之后，天气再度开启

“酷热+烧烤”模式，记者走访了市城管局烟
台市热力有限公司，探访那些在大家脑海中
这个时候“应该很闲”的人——在很多人呆
在屋里守着空调的时候，热力工人们穿着厚
厚的工作服，挥汗如雨忙碌在自己的岗位
上，展现着一幅幅生动的“热”力表情。

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鲍金梅 摄影报道

高温下的
“热”力表情

为用户更换暖气设施为用户更换暖气设施，，汗如雨下汗如雨下。。 衣服湿透衣服湿透，，焊接工作一丝不苟焊接工作一丝不苟。。
抓紧对换热站设施进行检修维护保抓紧对换热站设施进行检修维护保

养养，，确保状态良好确保状态良好。。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何晓波）近日，由烟台市消
费者协会组建的消费环境监
督员队伍正式成立。同时出
台了《烟台市消费者协会消费
环境监督员工作办法》，监督
员可依法行使权利，以营造便
利、安全、放心、和谐的消费环
境，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
大局。

记者了解到，本次监督员
队伍的组建，是按照单位推荐
和个人自愿相结合的原则聘
请，以兼职形式履职。队伍人
数总计23人，是由市消协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团体代表、专家学者、新闻
媒体工作者以及基层群众等
关心关注消费维权社会公益
事业的人士中筛选成立。

为大力支持消费环境监
督员履职尽责，市消协特别出
台了相关工作办法，强化监督
员工作管理，真正赋予各位监
督员“知情权、调查权、评议权
和监督权”，推动其制度化、规
范化，引导支持各监督员积极
参与消费体察、辅助调解、行
业监督、法律保障等工作。

市消协负责人表示，聘请
消费环境监督员是开展社会
监督的有效形式，23位监督员
是经过层层把关，精挑细选出
来的杰出代表，政治站位高、
专业水平硬、综合素质强，具
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从不同
角度、不同层面听取人民群众
的呼声和意愿，及时表达和反
映社情民意，揭露矛盾和问
题，帮助市消协打通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市消费环境监督员队伍成立
23名监督员可依法行使权利

工作人员进行科研攻关工作人员进行科研攻关，，解决了多项困扰行业的技术难题解决了多项困扰行业的技术难题。。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曲彩云
通讯员 贾琳琳 刘芷南）立秋后，烟台依然
是高温天气。市城管局园林建设养护中
心南山公园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给动物送
冰块、喂食冰镇大西瓜以及为它们冲凉水
澡、吹空调，帮它们降温防暑。

一到高温天气，黑熊、棕熊、东北虎这
种披着厚厚毛发的大块头很遭罪，动物园
每天给活动场的水池更换清水，还根据天
气情况不定时地给它们送上特制的大冰

块。这些冰块长80厘米、宽50厘米，1块
足有 100斤，给熊的冰棒是五颜六色的，
里面冻着切碎的苹果、香蕉、大枣等，还添
加了奶粉，营养很丰富。

工作人员把冰块投到场地后，黑熊一
看到为它们特制的“大冰棒”，来了兴致，两
只黑熊搂着冰块啃咬起来，不时发出“呜呜
呜”的声音，另外一只在池子里各种扮萌，
希望游客投喂，完全不知道高台上早已放
好了它爱吃的“大冰棒”。它们的邻居棕熊

相对就敏锐一些，从圈里出来，围着高台转
了不到一圈就精准找到了“目标”。两只马
来熊围着放着大冰棒的“岛子”转了无数
圈，甚至还闻过冰棒，却表现得没有兴趣。

东北虎虽然享有特权，独自享受两块
“大冰棒”，但它似乎对洗澡降温更有兴
趣，不停地“泡澡”，对两块“大冰棒”不感
兴趣。不过冰块投放在虎池里，即便东北
虎不吃也能起到避暑降温的作用。

河马馆里的河马，除了吃草时候上岸，

其他时候都在水里泡澡降温。饲养员专门
给它送来了大西瓜，它张开盆一样的大嘴，
半个大西瓜一口就被干掉了，引得孩子们
一阵惊呼。

精品猴馆，饲养员陈洪瑞正给猴子们
端上解暑“套餐”——在揉碎的窝窝头里
面拌入冰镇的黄瓜丁、苹果块、香蕉片、大
枣、花生等，猴子们“吃态百出”，美美地享
受着它们的加餐。陈师傅介绍说，入伏以
后，天气炎热，猴子们也会像人类一样出
现厌食等情况。饲养员就会根据猴群夏
天的食谱制作冰棒帮助它们降温，增进食
欲。陈师傅告诉记者：“我们一到夏天就
想着法给猴子们改善伙食，这些冰冻的水
果可是解暑良品，还能增进它们食欲。此
外，每天中午，饲养员们还会为猴子们送
去降暑的冰棍和大西瓜，保证猴子们舒舒
服服地度过夏天。

兽医院姜春林院长介绍，面对近日的
高温天气，饲养员除了及时清扫笼舍、洒水
降温，保证动物的正常饮水需求外，还采取
了具有针对性的防暑降温措施。黑猩猩馆
及小熊猫馆都设有空调系统，近期高温天
气，空调系统全部打开。对于食草动物，如
羊驼、斑马、长颈鹿等，动物园将内、外舍的
通道全部打开，它们可自行进入内舍避暑，
还加大了水分较大的鲜嫩苜蓿草的供应
量，一天至少加水两次。

南山公园动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暑
期，他们通过勤扫笼舍、开门通风、喂食水
分比较大的苜蓿草等方式帮助动物们避
暑，这次投喂“冰棒”还是今年的第一次。

百斤重大冰棒助动物防暑

饲养员专门给河马送来了防暑食品。

环尾狐猴在吃饲养员手中的冰棒。

本组图片：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环尾狐猴吃西瓜环尾狐猴吃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