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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饮食

台账民生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电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
巡视员王俊勋在17日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元旦春节消费
旺季猪肉市场供应偏紧，但由于进口增加、前期压栏大猪逐步上
市等多重因素，供应将有所增加。今年禽肉生产增加较多，牛羊
肉生产形势好，肉食品供应有保障。

据介绍，随着生猪生产加快恢复，出栏逐步增加，涨价预期
回调。据监测，11 月第 4 周全国集贸市场活猪价格每公斤
32.26元，猪肉价格每公斤 51.22元，连续 4周回落，比价格高峰
分别回落16.7%和 12.6%。

王俊勋表示，虽然当前全国生猪存栏和母猪存栏探底回升，
但由于 6月至 8月生猪存栏下降较快，对应元旦春节期间出栏
将处于低位。不过由于猪肉进口增加且基本在库待售、前期压
栏大猪逐步上市、政府储备和商业库存的冻肉适时投放等因素，
加上价格高位运行对消费有所抑制，供需形势可能好于预期。

据商务部近日消息，我国将积极增加优质肉类进口，预计全
年肉类进口量将超 600 万吨，其中进口猪肉及其副产品将超
300万吨。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近期大雾频
发，高速公路时有关闭，给群众出行带来
不便。在恶劣天气出现时，高速公路什么
时候关闭？什么时候开通？12月 17日，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对此进行了答疑。

高速警方介绍，浓雾对高速公路产生
的影响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情况下，浓
雾天气全省关闭高速公路是在 5时 30分
至7时30分、21时至次日1时这两个时间
段。

高速公路封闭有法律依据吗？高速警
方表示，按照交通法规定，遇有自然灾害、恶

劣气象条件或者重大交通事故等严重影响
交通安全的情形，采取其他措施难以保证
交通安全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
实行交通管制。

交通管制措施主要包括：限速通行、
间断放行、分车型放行、压速带道，分流绕
行、封闭高速等。当能见度下降趋势很快
或低于50米，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时，高
速交警就会视情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针对“一遇恶劣天气警方就一封了
之，是逃避责任的行为”的质疑，省公安厅
高速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说，一般情况

下，警方尽量不采取关闭措施。如果路面
通行条件十分恶劣，严重影响道路通行，
就需要关闭，因为保障道路安全是最重要
的。

高速公路关闭后多长时间能够开
通？这位负责人说，高速公路关闭后，高
速交警将通过巡逻车在管制路段巡逻、路
面监控设备观察路面情况等措施，及时掌
握路况信息。如果路面积雪结冰，相关部
门将迅速采取融雪除冰措施，力求尽早恢
复通行条件，一旦天气情况、通行条件有
所好转，将会立即开通高速公路。③5

本报讯（记者 杨凌）12月15日，记者从郑州市有关部门获悉，
由著名科学家吴豫生博士团队经过10年攻坚研发的又一个1.1类
靶向抗乳腺癌新药TY-302胶囊近日获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
国家临床试验许可。这是该团队继今年 10月靶向抗肺癌新药
TY-9591获临床试验许可后，新药研发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这
也是首批“智汇郑州”人才引进计划取得的实质性成果之一。

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类型，2018年全球确诊乳腺癌
患者达200万人。《中国乳腺癌现状报告》显示，到2021年，中国乳
腺癌患者将达250万人。研究发现，目前在绝大部分恶性肿瘤中
都发现CDK4/6过度活跃，导致不受控制的增殖。抗乳腺癌新药
TY-302的重要成分CDK4/6抑制剂作为一种新的靶向治疗手
段，具有独特的抗肿瘤作用机理，是近年来肿瘤治疗研究的热点。

据悉，抗乳腺癌新药TY-302由吴豫生2007年在郑州创立
的高新技术企业——泰基鸿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该企业近百余名研发人员涵盖化学、生
物、药理、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已开展包括靶向抗肺癌药物、靶
向抗乳腺癌药物、精准广谱抗癌药物、降血脂药物和老年痴呆治
疗药物等近10种新药的研发。③8

农业农村部：

元旦春节肉食供应有保障

新药研发再获重大突破
靶向抗乳腺癌国家1.1类新药获临床试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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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关闭有讲究 出行“雾”必要小心

据金水区教体局工作人员介绍，
在“中央厨房+卫星厨房”模式下，供
餐企业规模化采购，降低了采购价
格，集约化生产减少了人力成本，保
证让更多餐费用于提高饭菜质量。
以文化绿城小学为例，14元的餐费
提供两荤一素一主食一水果，其中大
荤占比不低于 37%，半荤肉类占比
不低于30%。

对于学校而言，“卫星厨房”也是
“减负厨房”。牛保华介绍，如果按照
省里关于中小学食堂相关要求，文化
绿城小学需要建设2400平方米以上
的食品处理区；现在，由于食材储存
和初级加工、餐具清洗、消毒等环节
在“中央厨房”进行，仅550平方米的

“卫星厨房”，就具备为 6000多名学
生供餐的能力，有效减少约一半餐厨
人员；主要餐厨垃圾不在校园内产
生、存放，让学校管理更轻松。

据悉，这个月底，丰庆路小学“卫
星厨房”也将投入使用，可保障该校
及周边 7000 多名学生用餐。下一
步，针对厨房面积无法满足全体学生
用餐的学校，金水区将优先考虑“中
央厨房+卫星厨房”模式满足用餐需
求。③4

破解“人多厨房小”难题，金水区在全省首推“中央厨房+卫星厨房”供餐模式

一小时让孩子吃上热乎营养餐
上千名学生想在校吃午饭，但“人多厨房小”的尴尬，制约着不少城区中

小学校内供餐的步伐。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郑州市金水区依托校外配餐企业建设“卫星厨房”，

在全省首推“中央厨房+卫星厨房”模式，并于 12月 17日在文化绿城小学

启动试点。在该模式下，食材原料在供餐企业“中央厨房”进行

初加工后，配送至“卫星厨房”热调理烹饪和餐盒分

装，一小时内，热腾腾的饭菜就端上了餐桌。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当天上午 11 时 50 分，文化绿城小学教室
里，饭菜冒着热气，孩子们正大快朵颐，“土豆烧
牛肉特别香”“吃不饱还能再添，我都吃了两份
了”……

“饭菜很热，味道也好，餐盒全是304不锈钢
的，和其他供餐方式相比，学校食堂更新鲜更让
人放心。”陪餐家长黄红梅说。

这样一份让孩子、家长赞不绝口的午餐，是
这样出炉的：早上6点，食材清洗切配、餐具清洗
消毒及调料包封袋在“中央厨房”里完成；上午
10点，净菜专用车辆驶入校园，“卫星厨房”开始
一片热气腾腾；11点 20分，香喷喷的饭菜新鲜
出炉，经过检测、留样后，分装至餐盒；下课铃
响，准时开饭。

“冬季饭菜提前太久做好容易变凉，青菜等
也会不够新鲜。采用‘中央厨房+卫星厨房’的新
型供餐模式后，从烹饪完成、分装到学生吃上饭
不到一个小时，既能确保饭菜温度，又能减少食
物烹饪后因时间过长造成的营养流失。”校长牛
保华说。目前，该校有2257名学生在校用餐，学
校为他们配备了围裙、餐垫和餐具，针对少数民
族以及有过敏史的学生，还专门提供特殊餐谱。

采用“卫星厨房”，如何确保安全？
金水区要求供餐企业所用米面油

等食材从国内一线品牌中选购，打通从
田间到餐桌的直通链条；所提供的果
蔬，必须经过入场质检、入库抽检、半成
品质检、成品质检、物流运输过程质检、
卫星厨房抽检等六道关卡；净菜专用运
送车辆在 0℃-4℃的环境下保证食材
新鲜度。

“卫星厨房”设置有消毒、储存、烹
饪、包装等区域，工作人员必须更换干
净的工作衣帽，经过严格的洗手消毒、
换靴、风淋消毒，才能进入。“卫星厨房”
对卫生严要求，仅以包装间为例，操作
前必须开紫外线灯进行30分钟的空间
消毒。

孩子能否吃得营养健康也是家长
关心的事。金水区要求供餐企业配备
持国家公共营养师证书的营养师，委托
郑州市营养协会以国家标准为依据，分
别为供餐中、小学校提供包含每餐带
量、营养分析、餐标核算的营养食谱。

12月 17日，开封市小北岗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将辖区内
二十多位孤寡老人、空巢老人请到社区，为老人们包饺子，让他
们提前感受冬至的温暖和快乐。⑨6 李俊生 摄

中国联通全国上线异地补换卡、异地销户等业务

跨域服务全面升级，联通产品用起来真是太方便了
为满足因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异地

服务需求，中国联通依托特有的全国
集中系统优势，推出了全国一体化的
跨域服务及跨域产品。跨域服务在11
月 6日全国上线异地补换卡、异地销
户等业务类别外，近期新增业务异地
办理、异地交付、异地信息查询三大服
务。用户外出会遇上的麻烦事，都可
快速解决。跨域服务到底有多好？来
听听消费者的声音。

三大运营商近期有两个大新闻，5G
网络与携号转网。有趣的是，把这两个
新闻放在一起去看，就能知道新一轮优
惠政策要来了。作为一个联通的老用
户，我还记得3G时代联通借助优质的
网络收获了一大批新用户，而在4G时
代，联通更是推出了如大王卡等一系列
互联网电话卡，让我这样的学生党受益
颇多。而在5G这个节点，再加上携号
转网这件大事，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怎
么看联通都会有些“表示”。

联通确实也没有让我失望。这
不，从联通发布的信息来看，更为贴心
的服务将成为联通这一轮的升级重
点。而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联通推出
了首个服务升级，就是我们期盼已久
的“异地无忧业务”。

说起来，当年我还在外地上学的
时候，就遇到过这样一件难事，当年曾
经不幸把手机弄丢了。但补卡的过程

真是让人十分难受。哪怕我都已经拿
着身份证去营业厅“人证合一”了，但
依旧被告知异地无法补办手机卡。没
办法，我也只能临时申请了一张新的
手机卡，然后在那个微信尚未兴起的
时候，依靠着电话簿一条条给朋友们
发短信告知换手机号这件事。

这个惨痛的经历让我对异地补卡这
件事充满了期待。但我也知道，以当时的
市场环境与技术水平来看，运营商不开展
跨域业务也情有可原。好在，随着时间的
前进，跨域业务已经渐渐有了起色。而
今，全新升级的跨域业务终于来了。

这一次联通跨域业务的升级可以
简单概括为：在本地营业厅能办理的
业务，在异地营业厅也能办理。用更
时髦的话说，在 5G时代，联通想让服
务也随之智慧化，让便利成为普通消
费者办理业务时的必备选项。

据悉，联通本次异地无忧业务升级
主要包括异地服务和跨域产品，升级了
异地换卡、销户体验，并新增了异地开
具发票、异地交费、异地过户、异地信息
查询等服务，并且在试点省份推出了智
慧沃家全国享、亲情全国通等跨域产
品，基本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关于通
信方面能用到的方方面面。

具体来说，对于异地换卡与销户，
我们从字面上就能理解其功能。在异
地可以进行补卡换卡，在异地还能销

户。这也就意味着，像我一样在外地求
学的学生、外出工作的人员以及全年到
处飞来飞去的商旅人士，从此再也不用
担心手机卡丢失后无法第一时间补
办。还有一种情况是，当我在大学毕业
就业后，也不用再为忘记销户的校园卡
而感到麻烦。要知道，如今在外地，我
也可以顺利地销掉这张手机卡了。

值得一提的是，联通全新的异地办
理服务还新增了停机保号/停机保号复
机、开具电子发票、开通/关闭国际、港
澳台长途漫游权限以及过户等，真正让
异地成为本地，体验真的舒适。

但更让我感到安心的是，联通本次
还推出了异地交费以及异地信息查询
功能。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异乡工作的
人来说，每个月都要想着帮家中父母交
电话费以及宽带费等。虽然钱不多，但
每个月要分数次分别为三个账户交费
不免感到麻烦。如今联通推出了异地
交费，其中的合账交费我十分喜欢，允许
自然人统一交费，从此每个月我只需要
在北京的营业厅交一次费用，就可以让
我异地的父母一起使用，真的是方便。

异地信息查询对我来说更像是异
地交费功能的补充。它能够让我更简
单地查询父母的通信费用，时刻掌握
什么时间需要交费。而一旦遇到异常
扣费的情况，我也可以直接查询到相
关信息，在异地就能处理解决。

总的来说，这次联通的跨域服务
诚意满满，并且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
上线。对于我这样的联通老用户来
说，跨域服务十分友好。而如果你是
刚刚选择联通的新用户，不论是新开
卡还是携号转网而来，我都建议你尝
试下联通新推出的跨域业务，即智慧
沃家全国享以及亲情全国通。

智慧沃家全国享业务提供了简单
的跨域固移融合服务，即我们可以在
本地开通一张冰激凌主卡，但将其捆
绑的宽带服务给异地的父母使用，算
下来大大降低了上网成本。而亲情全
国通就是指我们可以办理一张本地主
卡，然后可以办理至少一张异地副
卡。一张主卡自己用，一张异地副卡
给父母。主卡统一交费，让父母放心
使用即可。对于外地工作的我们来
说，亲情全国通无疑能免去父母的麻
烦，也能让我们更好地尽一份孝心。
目前这项业务已经陆续在全国各省市
试点，具体信息可以咨询当地营业厅。

总之，这一次联通推出的跨域服务
让我十分满意。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
来说，选择运营商其实就是选择服务。
服务优良，就能获得消费者的口碑。如
今联通已经推出了全国领先的跨域服
务，而如果你最近又有携号转网的需
求，那我真的希望你能亲自体验一下。
相信我，联通不会让你失望的。（陈辉）

实时路况咋查询？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报警求助电
话0371-68208110

●河南高速交警网

●广播电台

●高速公路路面电子显示屏

●“河南高速公安”新浪微博

●“河南高速公安”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河南“高速警民通”客户端

●“河南高速公安”政务头条号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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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厨房”从消毒、储
存、烹饪到餐盒分装，全链条
保障学生就餐安全。 本栏图
片均为 崔超 摄

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