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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
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保障猪肉基本
自给为目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
给，着眼长远转变方式促转型，强化
责任落实，加大政策扶持，加强科技
支撑，推动构建生产高效、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布局合理、产销协调的生
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更好满足
居民猪肉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

《意见》强调，要强化政策措施保

障。一是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完善生
猪政策性保险，提高保险保额、扩大
保险规模，并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联
动，鼓励地方继续开展并扩大生猪价
格保险试点。创新金融信贷产品，探
索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
殖机械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二是保
障生猪养殖用地。完善设施农用地政
策，合理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
消 15亩上限，保障废弃物处理等设
施用地需要。三是强化法治保障。加
快修订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
例，研究修订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健全生猪产业法律制度体系。加
大执法监管力度，依法查处生猪养
殖、运输、屠宰、无害化处理等环节的
违法违规行为。

■猪肉价格涨，市民换口味
记者昨日走访了城区多家肉菜

市场和生鲜超市发现，猪肉供应充
足，并没有出现猪肉断档、脱销的情
况。当天，竹苑市场共有5家猪肉档营
业，每个档口都有充足的新鲜猪肉供
应。档主张阿姨说，现在每天都能保
证有新鲜的猪肉卖，由于进价成本上
涨，零售价格随之上涨，买猪肉的顾
客相对变少。“顾客对价格敏感，一次
性买的量减少了。”在竹苑市场的肉
档，猪瘦肉价格普遍在每斤 28-35
元，排骨价格每斤 35-36元，五花肉
每斤约为26元。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库充市场发
现，近 50家猪肉档口全部开档，价格
和竹苑市场基本一致。“我们进货正
常，市场供应充足，不会断货。”一档
口的档主王先生说。

猪肉上涨，市民及时调整“口
味”，更多的家禽肉和水产品上了市
民的餐桌。“老母鸡，25元一斤，半只
鸡刚好两斤50元。”在琼记生鲜鸡档，
老板阿琼说，今年 6月，鸡肉开始涨
价，例如清远鸡由之前的每斤 20 元
涨至 25元，鸭肉每斤平均上涨 3元左
右，但是涨幅没有猪肉大，买鸡肉、
鸭肉的市民有所增加。购买鸡肉的王
女士对记者说，如今人们的饮食结构
发生了变化，几天不吃猪肉也觉得没

什么，所以肉价上涨对自己的生活影
响不大。库充市场海鲜档陈女士坦
言，最近一段时间买鱼、虾的市民多
了不少。

■我市将出台政策进一步
保障“肉篮子”

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我市发改
部门和农业部门，两部门相关负责人
均表示，目前正密切关注中山猪肉供
应和价格情况。

市发改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所有镇区猪肉均供应充足，每天有
超过4000头生猪供应中山，虽和以前
的供应量相比有所下降，但是其他可
替代品如家禽肉、牛肉、水产供应充
足，所以可以满足市民的吃肉需求。
同时中山储备有应急和常规冻肉，确
保供应，市民不用担心。

市农业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山人对鲜肉的消费需求一直比较多
元化，猪肉价格上涨会寻找其他替代
品，所以影响不大。目前，市政府正在
制定政策，一方面积极落实国家省有
关扶持和稳定生猪生产的政策，一方
面鼓励产销对接，推动本地屠宰企业
和外地猪肉主产区企业签订合作合
同，对于从产区进货销售达到一定量
的企业给予资金补助，以更好地保证
市场供应。

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讯员 钟
世坚）9月 10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促进科获悉，根据《中山市科
技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风险补
偿办法》的规定，该局日前公布了 2019
年第六批入池企业名单，10家企业名列
其中。

这10家企业分别为广东赛斐迩物流
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溢特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中山市普惠鑫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中山市光大光学仪器有限公司、中山
微特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元一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中山市泽优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中山市四海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中山市颉榕汽车维修检测设备有限
公司和中山市好妻子电器有限公司。

记者了解到，2016年，我市探索建

立中山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
机制，由中央财政出资1000万元引导资
金，我市配套 3000万元支持资金，设立
总规模达 4000万元的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用于撬动金融机
构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不少于4亿元的知
识产权质押贷款，解决企业融资困难，
使社会资本流向科技创新领域，助力科
技企业创新发展。2018年，我市重新印
发了《中山市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贷款风险补偿办法》，明确规定风险
补偿资金扶持对象主要是在我市行政
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企业，符合我市产业
政策和发展方向，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知识
产权贯标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
术后备企业、孵化器内在孵企业。

2019年第六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
偿项目入池企业公布

10家企业获风险补偿资金扶持

目前我市猪肉市场供应充足。

■“老字号”闯国际市场
位于青溪路上的石岐酒厂，最初

是由十几家酿造作坊联合组织起来形
成的国营小厂。1956年，石岐酒厂（原
名为中山市地方国营石岐酒厂）就在
岐江边安了家。由于当时参与建厂的
每一名工人，都掌握着一项家传的酿
造技术，酒厂博采众长，通过优化整合
后，生产出独特风味的米酒产品以及
荔枝酒、五加皮酒、南枣酒、川芎麻雀
酒等。

1999年，石岐酒厂由国营企业转
制为全员持股的股份制企业，2011年
再由股份制有限公司转制为现在的个
人独资企业。据悉，在石岐酒厂的“国
营”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大容量沸腾
锅炉、金属发酵罐和自动化包装流水
线等较为先进的生产设施，生产特醇
米酒、三蒸酒、咸三蒸酒、糯米酒、汽酒
等，其中咸三蒸酒最为畅销，品牌“石
岐牌”“岐江桥牌”风靡一时。

1991年进厂的古专宏，对酒厂的
每个重要发展节点都非常熟悉。他回
忆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石岐酒厂生
产的“珠江桥牌”广东米酒就通过广东
食品进出口公司、中山食品进出口公
司销往港澳地区，进入南洋一带。2001

年，石岐酒厂取得进出口权，迎来新的
发展契机。“出口业务从零开始做起，
我们就和其他企业拼质量和服务。”古
专宏回忆，当初开拓香港市场时，对方
要求几乎“照单全收”。如香港人喝酒
时习惯加冰，8度、9度的米酒加冰稀释
后口感不好。接到对方的反馈后，石岐
酒厂经过多次尝试，生产出适合香港
市场的15度米酒。

“老字号”石岐酒厂从本世纪初开
始只身闯荡国际市场，逐渐将酒香送
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目前酒厂
生产的米酒产品已经销往港澳地区，
走进欧美以及东南亚等国家。据中山
海关统计，2018年，由该厂生产的“岐
江桥牌”广东米酒出口达1200吨，货值
120万美元。2019年 1—8月，出口 807
吨，货值73万美元。

■传统工艺留住“醇香”
从青溪路转入石岐酒厂，时间仿

佛穿梭回了数十年前。只有工厂车间

外墙上脱落的白灰，记录着流逝的时
光。青溪路上新建起不少商业中心、住
宅小区，石岐酒厂的外观和它的酿酒
工艺一样，却依旧保持着 60多年前的
样子。“虽然包装技术等采用了现代技
术，但我们始终坚持最传统的酿酒方
法。”古专宏介绍。

石岐酒厂酿酒用的大米，分为新
米和陈米，它们在酿造过程中各自扮
演不同角色。每家酒厂要酿出有自己
独特风味的米酒，第一道工序是制曲。
石岐酒厂采用陈米制曲，还需要经验
老到的师傅，将酒曲做成大小、松软度
适中的丸霉，保证它们在发酵过程中
不开裂。第二步是将新鲜大米蒸熟，加
酒曲发酵，20多天后便蒸馏出牛奶一
般的米酒。第三步叫做“酝肉”，这是制
作广东米酒特有的环节。将一块块蒸
熟的肥猪肉放入米酒中，30天左右，牛
奶色的米酒变成清澈透明的液体，米
酒中还散发出独特的香味。最后经过
品酒师勾兑，一杯“岐江桥牌”广东米

酒才算制成。
坚守传统酿造工艺、保证产品质

量，是石岐酒厂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
的“法宝”。中山海关作为石岐酒厂出
口产品质量“把关人”，也扮演着重要
角色。“首先我们协助企业加强每批原
料检测，确保投入的原料符合安全卫
生要求。其次，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
中塑化剂污染问题，从设备、管道到储
存器具材质选择、安装精心指导，防止
材料中塑化剂的迁移。”中山海关驻石
岐办事处查检二科副科长周佳景介绍
说，此外建立了通关绿色通道，把监管
前移到源头和生产过程，提前检测原
酒，出口时分批扣数，即报即放，减少
企业成本，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如今，在岐江边酿造了60多年后，
石岐酒厂又将进入发展的新纪元。古
专宏介绍，石岐酒厂即将迁入位于神
湾镇、投资 2亿多元建设的新厂区。新
厂区由此前的30多亩，变为50多亩，年
产能可达3万吨。

石岐酒厂依靠传统工艺留住“醇香”，生产的岐江桥牌米酒远销海外。

本报讯（记者 唐益 通讯员 张小
红）10日，古镇利和威斯汀酒店开业。据
介绍，该酒店大楼于 2014年开工建设，
楼高305米，共61层，是目前中山的第一
高楼。该酒店开业后，填补了古镇国际
五星级品牌酒店的空白。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栋大楼包含
有不少“古镇元素”。酒店大楼外观建

筑外观笔直，象征古镇人务实、勇于
开拓的精神；7 楼大宴会厅内的主灯

“光立方”由上千根灯柱组成，在特定
场合可配合音乐呈现出不同图案以
及形状。这些充满科技含量的灯，由
古镇企业生产；酒店大堂位于 39 楼，
设计成层高 10米的“空中大堂”和“空
中酒廊”。

“中山第一高楼”威斯汀酒店开业
楼高305米，填补了古镇国际五星级品牌酒店空白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 通讯员 涂
莉）记者昨日从火炬区国家健康产业基
地获悉，中山市嘉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改造后的9层厂房已正式封顶。

该栋厂房位于健康产业基地产业
园二期园区，原为单层厂房，建筑面积
5900平方米。在今年“三旧”改造政策推
动下，健康基地积极引导企业按高标准
改造成9层厂房，建筑面积达21846平方
米，除嘉信医疗器械公司使用两层外，
其余7层厂房为健康基地下一步招商引
资提供了新载体。

随着健康基地产业园一二期园区
逐渐饱和，该基地积极响应“旧改”政
策，通过对原有的厂房在科技创新、产
值、能耗等方面进行全方面评估，引导
企业将原有的低产值、低成长的企业进
行整合，并引入创新性高科技企业，提
升企业园区整体形象。

目前，健康产业基地通过引进专利
技术与创新人才团队，建设国内领先的
儿童药品、儿童器械研发与产业化平台，
集聚了不少国内外领先的儿童专科健康
产品，打造儿童药品器械研产基地。

健康基地向“旧改”要空间，既满足现有企
业发展需要又为后续招商拓宽平台

单层厂房“长”高 使用面积倍增

据新华社电 上证综指在6连涨后，
今日有所回调，但依然稳守3000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3027.41点开盘，全
天低位震荡盘整，午后虽然小幅回升，
但仍以绿盘报收，最终收报 3021.20点，
较前一交易日跌3.54点，跌幅为0.12%。

深证成指未能守住万点大关，收报
9964.93点，跌37.00点，跌幅为0.37%。

创业板指数跌 0.46%至 1725.31点，
中小板指数跌0.40%至6274.31点。

沪深两市涨跌个股数量基本相当，

有逾1800只交易品种上涨，逾1700只交
易品种下跌。不计算 ST个股，两市逾 50
只个股涨停。

科创板上涨个股多于下跌个股，有5
只个股下跌，其余个股涨幅都在4%以内。

板块概念方面，种业、大豆、工业大
麻涨幅居前，涨幅超过3%，PCB概念、操
作系统、光通信跌幅居前，跌幅逾2%。

沪深 B 指双双收跌。上证 B 指跌
0.13%至 274.82点，深证B指跌 0.19%至
958.68点。

据新华社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10日
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外汇管
理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投资额度限制。同时，RQFII试
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一并取消。

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会同相关
部门已先后 3次对QFII和RQFII的相
关外汇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在额度审
批、资金汇兑等方面不断放松管制和简
化手续。截至 2019年 8月末，QFII投资
总额度 3000亿美元，共计 292家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获批投资额度 1113.76亿
美元；RQFII制度从中国香港扩大到 20
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度为 19900亿
元人民币，共计 222家RQFII机构获批
6933.02亿元人民币投资额度。

“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
资额度限制，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化金
融市场改革开放，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

的重大改革，也是进一步满足境外投资
者对我国金融市场投资需求而主动推
出的改革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
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说，明晟（MS⁃
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以及彭博巴
克莱等国际主流指数相继将我国股票
和债券纳入其指数体系，并稳步提高纳
入权重，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
投资需求相应增加。

据介绍，今后，具备相应资格的境
外机构投资者，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
主汇入资金开展符合规定的证券投
资，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
便利性将再次大幅提升，中国债券市
场和股票市场也将更好、更广泛地被
国际市场接受。

王春英表示，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
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后，跨境证券投
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预计将带来
更多境外长期资本。

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国家外管局出大招——

取消QFII和RQFII
投资额度限制

A股昨小幅回调
沪指稳守3000点

猪肉价涨市民换口味
更多家禽水产上餐桌

目前我市猪肉供应充足，有关部门将出台政策进一步保障市民“肉篮子”
近一段时间以来，猪肉价格呈上涨趋势，让肉档档主和买菜市

民有点“吃不消”。目前我市猪肉供应情况如何？记者从有关部门了
解到，目前我市猪肉市场供应稳定，家禽肉、牛肉、水产等鲜肉替代
品销量上升，我市正制定政策鼓励企业与猪肉主产区进行产销合
作，进一步保障市民的“肉篮子”。

文/本报记者 黄启艳 见习生 陈雪琴
图/本报记者 黎旭升

国办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稳定生猪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

岐江桥牌米酒依靠品牌和质量拓展国际市场，去年出口超1200吨

用匠心让海外食客“醉”心

岐江是中山城市发展的见证者，中

山早期的工业企业多半也是从这里起

步的，成立于1956年的石岐酒厂就是

其中之一。半个多世纪过去，岐江边酒

香依旧。从本世纪初开始，由石岐酒厂

生产的一瓶瓶“岐江桥牌”广东米酒开

始闯入国际市场，将酒香带到世界各

地。据石岐酒厂常务副总经理古专宏介

绍，自2001年取得自主经营进出口经

营权后，靠着高水准的品质和良好的服

务，如今岐江牌米酒已经销往港澳地

区，进入欧美以及东南亚等地区。

文/本报记者 唐益 通讯员 冯云 何雪雁
图/本报记者 缪晓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