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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严防不合格食用油流

入百姓餐桌， 近日， 广信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了食用植物油专项检查 ，

共出动执法人员

20

余人次， 检查食用

植物油小作坊和食用植物油销售门店

共

20

余家， 对加工环境“ 脏乱差” 的

5

家油坊责令限期整改， 对包装标签

标识不规范的

4

家销售食用植物油门

店责令召回、 下架。

此次专项检查围绕抓好源头管控，

以加工食用植物油小作坊为排查对象，

重点检查“ 违法添加乙基麦芽酚、 超

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掺杂掺假、 黄

曲霉毒素

B1

不合格 、 塑化剂污染 、

标签标识不规范” 等问题； 严把进货

质量关， 以食用植物油经销商、 扶贫

超市为排查对象， 重点检查“ 是否履

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索证索票是否

齐全规范、 是否在保质期内、 是否离

地离墙存放、 是否按照保证食品安全

的要求贮存” 等问题， 确保全区人民

吃上放心油， 进一步规范食用植物油

市场秩序。

（ 蒋学华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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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来临，在信州区凤凰大道一家花卉店，店家已经备足金

桔、发财树、百合花、菊花等花卉，供市民选择。 一些市民利用下班

时间来购买心仪的花草，装点深秋季节相对单调的居家环境，增添

节日喜庆气氛，经营花卉的商家又迎来了一个销售旺季。

蒋学华 摄

实施“十百千万”工程 再展“饶帮菜”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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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饶置县设府已有

2000

余年， 千百年

来，文风鼎盛、生态优良、物产丰富的上饶，孕育出了

富有地域特色的饶帮菜。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

我市计划开展饶帮菜“ 十百千万”工程，即：打造十大

名菜、百位名厨、千家名店，形成“ 万户共享”的市场消

费局面，擦亮“ 上饶美食文化”品牌，让上饶成为美食

爱好者的留恋地、向往地、目的地。

实施扬名行动，打响饶帮菜品牌。 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组织拍摄制作饶帮菜“ 十大名菜”“ 十大名小吃”美食

宣传片。 由市、县两级餐饮烹饪（ 厨师）协会牵头，通过

原料、品味、烹饪工艺的创新，不断推出饶帮菜创新菜

品。 积极推动饶帮菜名品进星级酒店、景区、机场、高铁

站，鼓励餐饮企业制作、销售、推广饶帮菜名品，推动经

典饶帮菜家喻户晓，支持知名餐饮企业、星级酒店建设

饶帮菜饮食文化展示区，提升饶帮菜影响力。

实施强商行动，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 对饶帮菜

龙头企业在市场开拓方面出台政策扶持，培育一批地

方特色突出、文化内涵丰富、社会影响较大的饶帮菜

品牌餐饮企业。打造有特色、有规模、有人气的上饶餐

饮美食街，培育上饶小吃网红打卡点。依托餐饮企业，

设立饶帮菜研发中心，作为饶帮菜展示的窗口、创新

的基地、对外交流的平台。 鼓励市内企业与省内外企

业通过联合、兼并、收购、重组等方式打造赣菜领域的

领军企业和行业品牌。推动饶帮菜企业加快全国网点

布局，鼓励企业“ 走出去”。

实施强链行动，完善饶帮菜全产业链。 围绕特色

饶帮菜所需原材料，充分发挥绿色生态优势，建设家

禽、家畜、水产、鲜蔬等一批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

种养殖生产基地。 举办各类农餐对接活动，组织食材

供应商和采购商进行采购对接，减少流通环节，实现

农产品直接从田间到餐桌。鼓励发展“ 中央厨房”供应

模式，推动饶帮菜供应链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

展。 整合种养殖、仓储、加工、物流、销售等各类资源，

畅通原材料“ 走出去”通道，为省外、市外饶帮菜企业

提供物美价廉的优质食材。 优选一批名菜名小吃，实

行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升饶帮菜市场占有率。

实施兴市行动，以饶帮菜引领餐饮消费。 通过公

益宣传、发消费券等方式，引导市民优先食用饶帮菜，

形成浓厚的市场消费氛围。倡导全市各级行政事业单

位，在公务接待、团体宴请等活动中，优先选择饶帮菜

餐饮企业就餐。认真组织举办好每年一届的饶帮菜美

食文化节，将其打造成为推介上饶美食、传播饶帮菜

文化、体验特色旅游的重要平台。 鼓励各地举办美食

节、小吃节等餐饮促消费活动，提升餐饮市场活跃度，

扩大饶帮菜在市民中的影响力。

新 闻 链 接

：

饶帮菜选料以本地山珍湖味为基础， 重鲜香嫩

脆、注重刀工、制作精细。辅以传统“烧、焖、炖、蒸、炒”

等烹饪技巧，因“食”制宜，或清爽、或酥脆、或鲜辣，只

为一求食材的“原汁原味”。

饶帮菜历史悠久，文人们把酒品吟。 宋朝时，以苏

东坡为首的文人对饶帮菜赞不绝口，其后许多饶帮菜

食材成为礼品、贡品扬名远近。随着辣椒、南瓜和红薯

等食材传入，饶帮菜迎来了大发展，“喜鲜香、味偏重”

的口味在明朝逐渐成型。 加之赣商和饶商的四处经

商，饶帮菜在巩固了自身流派做法的同时，又不断兼

收并纳淮扬菜、湘菜、鲁菜等多方菜系的精华，最终在

“饮食结构、食物制作、食物器具、营养保健和饮食审

美”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上饶风味，为博大精深

的华夏饮食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的饶帮菜，不再停留在味觉享受上，还通过

文化让人们在视觉、触觉、嗅觉、味觉上全方位感受着

美食的诱惑，思绪穿越千年。 如：春不老黄芽头、余干

辣椒炒肉、鄱阳三色鱼、横峰港边鹅、薄荷炒螺蛳、田

墩炒牛肉、临湖烧豆腐、弋阳国道鱼、婺源糊豆腐、清

蒸荷包红鲤鱼等名菜已香飘全国。

（ 张远 蒋学华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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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

9

月以后， 饶城的热气渐渐散去，

天气明显凉快了许多。

9

月

24

日上午， 记者

走访了饶城的多个商超， 发现各种夏令用品

几乎都已下架， 秋令用品和冬令用品登场。

信州区八角塘菜场附近一服装城， 太阳

帽、 短袖、 泳衣等都已经从货架上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棉鞋、 长袖衬衫、 夹克、

卫衣等， 连帽子 、 围巾等御寒商品也登场

了。 在内衣区， 冬季睡衣也上了货架， 还打

起了促销的广告， 吸引消费者。 导购员告诉

记者， 秋季服饰已上市十多天了， 由于时下

饶城的天气依旧比较炎热， 故购买者寥寥。

而夏季的短袖及凉鞋等， 由于打折抛售， 反

而更受市民喜欢。

现场一位采购的市民表示， 随着天气转

凉， 凉拖鞋要收起来了 ， 所以来看看棉拖

鞋， 买几双回去。 如果遇到物美价廉的夏季

服饰， 也不妨买些 ， 反正明年夏天也用得

着。 记者看到， 在鞋子区， 棉拖鞋摆在显眼

位置， 一个不起眼的货柜上还有几双凉拖

鞋， 以两折的低价甩卖。 而在床上用品区，

凉席、 凉枕 、 蚊帐等夏季商品已经不见踪

影， 满眼都是蚕丝被、 毛毯、 羊毛被等。

在广信区的永盛、 乐卖特等大型商超，

记者看到服装区的秋衣秋裤已上新， 不同颜

色和款式的棉拖鞋摆了

6

个货柜 。 记者发

现， 超市的食品区也有许多变动之处， 原先

摆放啤酒的区域已经被各类秋冬季节的商品

占据了， 比如火锅底料、 豆奶粉等食品。 而

超市存放棒冰的冰柜数量也减少了， 像小馒

头、 水饺等冰冻食品成了冰柜里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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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是梨子大量上市

的时候，秋月梨、鸭梨、皇冠

梨、 砀山梨、 香梨等纷纷亮

相， 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也变

得很大。中医认为，秋梨是秋

天最提倡吃的水果，吃秋梨，

解秋燥。

9

月

24

日上午，记者在

信州区的某大型超市， 看到

货架上有翠冠梨、 砀山梨和

丰水梨等。导购员告诉记者，

随着砀山梨在这几天上市，

超市仅梨的品种就有

7

种，

数秋月梨价格最高 ，

9.98

元

一斤， 砀山梨卖得最便宜，

1.98

元一斤。“ 从目前市场来

看， 个头大的梨子销量没有

个头小的梨子好， 尤其是水

分多的梨子受到的欢迎度更

高， 皮厚不脆的梨子竞争力

下降。 今年每种梨的价格与

去年基本持平。 ”

当天下午， 记者在广信

区一家名为英果联盟的水果

店， 看见众多消费者正在选

购秋月梨。 原来该超市在周

末开展活动， 比如平日里卖

12.98

元一斤的秋月梨，当天

卖

6.98

元一斤 ， 购买者甚

多。“ 梨一般有香、甜、脆、嫩、

清热降火等特点， 是时下颇

受消费者喜欢的水果， 店里

每天的销量均在几百斤。 尤

其是周末搞活动促销， 一天

要卖出一两千斤。”店长介绍

说。

不食千钟粟， 唯餐两颗

梨。市中医院副院长、主治医

师汪炜表示， 秋梨是秋天最

提倡吃的水果。过了白露，大

家容易出现唇干咽干皮肤干

等症状，这就是典型的秋燥。

梨性凉味甘， 有生津润燥清

热化痰的功效， 对于燥邪猖

獗的秋季来说， 是去燥的最

佳选择。 如果有咽干喉痛等

上火症状，生吃效果明显。如

果想要起到滋阴润肺润喉祛

痰的功效，熟吃更佳。汪炜还

介绍， 梨中所含的碘参与合

成的甲状腺素， 能活化体内

多种酶， 在物质代谢中起到

作用。秋季外出聚餐或应酬，

包里最好备一个梨， 梨是肠

胃“ 清洁工”。 不少饭馆里的

饭菜多油腻或辛辣， 吃后容

易诱发便秘。 梨所含的纤维

素大都为非可溶性纤维，饭

后吃一个梨，能够避免便秘。

但是， 梨性寒， 一次不宜多

吃。尤其脾胃虚寒、腹部冷痛

和血虚者，更不可以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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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秋梨 解秋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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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的中秋节，饶城多名金店的销售人员均表示，今

年的黄金饰品销售与往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近日，记者

走访我市多家黄金饰品销售店了解到， 大部分黄金饰品销

售店抓抢商机，在抓紧时间上新款的同时，还推出了不同幅

度的优惠活动，期待国庆节打个翻身仗，不少市民提前到金

店探底。

“ 活动真实有效！ 礼品免费送，黄金免费换！ 金蛋免费

砸！ 大家快去广信区第三菜场的中国黄金店享受总部赞助

超大福利吧！ 这次黄金兜底价

369

元一克！ 降价

39

元一

克！ ”这是记者在朋友圈看到的内容。 因为国庆期间新人结

婚多，使得黄金饰品销售旺季如约而至，

9

月

25

日晚，记者

在广信区吾悦广场黄金饰品店看到，前来挑选、购买金饰的

顾客比较多。“ 现在金价又降了，加之国庆期间还减免工费，

还能参加促销活动，购买很是划算。 ”销售顾问吴佳丽说。

9

月

26

日上午，记者走在万达金街，只见每个金店都

挂起红红的灯笼，喜迎国庆的氛围浓厚，促销的广告贴在墙

上，很是醒目。 一家金店的销售顾问说，“ 金九银十”是传统

的婚嫁旺季，不少准新人会适时采购。准备国庆期间结婚的

高女士告诉记者，她先选好款式，然后交一部分定金，等到

国庆节时，再来付全款。 一金店的店长告诉记者，该店之所

以在国庆节期间开展促销活动，一方面是希望能抓住“ 金九

银十”这个传统的婚嫁旺季，来冲一下销售额，另一方面是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顾客。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商家铆足劲抢占国庆市场，除了价格

因素外，各品牌商家还紧抓消费者心态不断创新。“ 这款‘ 一口

价’的手镯，外观时尚，也很大气，是今年的网红手镯。 ”步行街

老凤祥金饰的店长分析， 以往多是将金饰的克数乘以当日金

价再加上手工费等，得出一件金饰的最终售价。如今为了迎合

年轻人的消费心态，“ 一口价”的金饰占比越来越大。记者走访

看到，时下不仅有满足年龄相对较大消费者需求的传统工艺、

古法工艺金饰，不少商家还从金饰的外观、样式、工艺上不断

创新，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

市商务局相关人员提醒消费者， 买黄金饰品不要贪便

宜，认准正规商家购买，产品质量更有保证，而且一旦发生

消费纠纷，维权更方便。 此外，在购买黄金饰品类商品的时

候，一定要保留正规发票，以方便维权。

黄金降价迎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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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到 花儿俏

广信区开展食用植物油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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