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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籲政府引導資源利用解決廚餘

餐飲浪費巨大
談及目前餐飲業日常處理垃圾的問題，梁玉鵬無奈
的對記者表示，大部分餐飲企業都和他們面臨着類似的
問題。一方面每天有大量的食品垃圾產生，幾乎沒有處
理的就倒掉，浪費了很多的糧食資源。另外，有部分垃
圾回收人員卻幾乎只找自己需要的東西，將垃圾亂翻一
遍後反倒使得環境更髒亂不堪。
雖然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地溝油等食品安全新聞，
但梁玉鵬認為，憑自己企業的努力卻無法改變這種現
狀。地溝油之所以禁而不絕，就在於其利益鏈上每一個
環節都有暴利產生。市場上食用油價格 6000 元／噸，
而地溝油成本價約為 300 元，市場銷售價 3000-5000 元
／噸。
那麼為何國外地溝油沒有造成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
呢？據調查，在英國，如果餐飲企業私自將廚餘廢油倒

入下水管道，無論數量多少，都將被扣以高額罰款。在
日本，有專門接地溝油回收公司，回收後地溝油以較高
價格賣給日本政府，政府則將地溝油提煉後，用於垃圾
車的燃料。此外，回收來的地溝油還會加入蓖麻油，以
防重新被食用。在德國，每桶泔水都有 「
身份證」。依
據法律規定，德國餐館開業前必須與政府簽署 「
泔水回
收合同」，這樣該國餐飲業排放的每一桶泔水都有 「
身
份證」，依靠法律杜絕了地溝油流向餐桌。梁玉鵬表
示，目前內地泔水油的處理卻沒有相關的法規及回收辦
法來規範上述問題，這也是地溝油等問題屢禁不絕的原
因。

政府合理引導

發達國家以地溝油為代表的垃圾回收系統很好的解
決了餐飲企業的後顧之憂，同時也讓資源得到高效利
用。梁玉鵬表示，由於每年餐飲業產生相當多的食品垃

志高空調居 「節能推廣目錄」 榜首
日前， 「
2012 節能惠民工程
高效節能空調及平板電視入圍推
廣企業目錄（第一批）」揭曉。
志高、格力、海爾、美的等前四
強品牌共入圍 2973 個型號。志
高入圍 1106 個型號佔四強席位
中的 37.2%；格力有 900 個產品
型號入圍；海爾、美的分別為
574 個和 393 個。志高空調以入
圍型號達 1106 個而奪冠，顯示
了其在高效節能空調領域內的絕
對領跑優勢。
此次， 「節能推廣目錄」公
布的企業共有 27 家 5751 個型號
的高效節能房間空氣調節器和
15 家企業的 1460 個型號的高效
節能平板電視入圍推廣目錄。其
中，志高入圍 1106 個型號佔四
強席位中的 37.2%；格力 900 個
產品型號入圍；海爾、美的分別

為 574 個和 393 個。根據補貼細
則，此次納入補貼的空調產品包
括一、二級定速空調和一、二級
變頻空調，補貼力度根據制冷量
及能效，最低為 180 元，而最高
補貼可達 400 元。彩電作為首次
納入節能補貼的產品，補貼金額
為 100 元-400 元，補貼對象為彩
電 年 銷 售 量 超 過 50 萬 台 的 企
業。
志高董事長鄭祖義日前在接
受採訪時表示，政策的 「標杆
性」的作用明顯，新政傳遞了一
個信號，即國家對節能環保產品
的支持和推廣，對行業來說則將
引發新一波的技術創新高潮，從
公司和企業發展角度而言，絕對
是支撐業績增長的巨大動力。
張光建

必和必拓攜金川集團賀合作 30 年
◀

中國金川集團與全球最大資源公司必和
必拓同慶成功合作 30 周年。雙方在新起點
共謀未來將在環境保護、安全生產、職業健
康、企業管理、國際化聯合等方面展開更加
廣泛的合作，努力開創世界兩個大型企業合
作共贏的新模式、新未來。
慶典活動期間，必和必拓鋁鎳部總裁戈
萊恩．科魯與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會長陳
全訓、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省長劉偉平等
在蘭州進行親切會談，就中國有色金屬行業
及甘肅省企業、政府等在更廣泛領域的交流
與合作、建立夥伴關係等達成共識。
陳全訓表示，必和必拓與中國企業有着
長期的交往，與金川集團通力合作已走過不
平凡的歷程，不僅有力推動兩大公司的持續
發展，也為世界同行開展國際合作積累了成
功經驗。
陳全訓指出，中國已成為世界有色金屬
生產、消費和進出口貿易大國，並形成一批
具國際影響力的大企業、大集團。但中國有
色金屬工業在產量上是大國，質量上絕不是
強國。

6 月 6 日，台灣森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和新北市淡水藝術造村發展協會與海安
「
523」文化產業園簽定了項目合作書。這
是江蘇南通海安縣首次嘗試與台灣進行文化
產業項目合作。
江蘇省台辦副主任石細雲說，江蘇與台
灣經濟合作領域廣泛，但文化產業合作才剛
剛開始，未來江蘇將加大與台灣的文化產業
合作力度。
中共海安縣委書記單曉鳴說，台灣是文
創產業發展的先行區，在作品原創、市場開
發、產業鏈打造、品牌推廣等方面，都值得
學習與借鑒。
據 悉 ， 海 安 自 2009 年 10 月 起 打 造
「
523」文化產業園，迅速吸引了深圳大芬
油畫村、廈門烏石浦油畫基地以及加拿大、
烏克蘭等國家的 1000 多名畫家加盟，成為
長三角地區最大的油畫製作出口基地，每年
向歐美地區出口油畫 60 萬件以上。
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齊勇鋒表示，台灣在
文化遺產開發及保護、文創企業經營管理、
文創人才培養等方面有優勢，而江蘇的優勢

大連對外開放前沿陣地
旅順口區區委書記熊博力認為，旅順經濟開發區
已經成為旅順轉型跨越的核心動力，成為旅順改革創
新的牽動龍頭，成為旅順確立區位優勢的強大支撐，
成為旅順全域城市化的鮮活示範。熊博力希冀旅順經
濟開發區在今後的發展中，主動搶佔遼寧沿海開發開
放戰略前沿，全面建設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交通樞
紐，全力打造大連先進製造業升級核心園區，努力建
設集聚多種創新元素的活力園區，着力創建全域城市
化與新型工業化相得益彰的生態宜居區。

優化產業結構

▲位於旅順經濟開發區的大連中遠造船項目

尤其是資源保障能力對外依存度高，技
術引導力、驅動力還不足，產品集中在中、
上游，高附加值產品少；節能減排及環境保
護壓力巨大；企業管理、公司治理等方面與
國際仍有差距。需要通過科技進步、加快產
業轉型升級、加大國際交流合作，來推動有
色金屬工業朝着高端、創新、綠色發展方向
邁進。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省長劉偉平、副
省長虞海燕，原金川集團董事長、省政協副
主席李永軍及甘肅省發改、財政、國土、商
務、國資委、外事、蘭州海關等部門的龐大
陣容會見參加慶典活動的澳方代表。
金川集團董事長楊志強表示，集團近年
按 照 跨 國 經 營 的 戰 略 布 局 ， 堅 持 「資 源
與資本同抓、傳統與新型並舉、科技與項目
帶動、黨建與機制創新、民生與社區 和
諧 」 總 思路，已形成大澳區、美洲區、歐
非區和中亞區四個區域為重點的資源開發格
局，在 24 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礦產資源合
作。
本報記者 楊韶紅

南通海安與台文化產業簽約

旅順經濟開發區：
6 月 5 日，旅順經濟開發區成立 20 周年慶祝大會
在大連舉行。大連市委常委、副市長曹愛華表示，旅
順經濟開發區作為全市重要的經濟功能區和對外開放
的前沿陣地，必將在推進全市轉型發展、科學發展的
新跨越中，發揮更大作用。

梁玉鵬指出，在國外訪問時發現很多餐飲企業都
通過專門的機器處理實現了餐飲行業垃圾從源頭做起。
利用專業機器對垃圾進行打碎、壓水、壓固、烘乾的自
動化處理，避免螞蟻、蟑螂、異味及細菌滋長。但在內
地即使企業想這樣做，都找不到這樣的專用設備。其實
這種技術不是什麼高科技，中國在這方面的技術已經成
熟，只是都是一些單一產品設備，把這些技術統一組合
起來就可。前期希望政府來引導專門生產這種機器，然
後給酒店、餐廳免費使用。政府再通過回收垃圾（由廢
變寶）的乾料從而達到投資成本的平衡，更重要的減少
浪費，改善衛生環境。他還向記者介紹，出於社會責任
考慮，丹桂軒廚房垃圾早就進行分類處理，擺放不同的
垃圾桶。如回收客人飲用過的酒瓶後都通過人工方式將
其砸碎，以防不法商人通過回收酒瓶造假酒。但目前社
會上幾乎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回收酒瓶及造假產業鏈。僅
僅是丹桂軒一家企業顯然無法改變目前的狀況。這也需

注重招商引資

旅順口區委常委，開發區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
單聚寧表示，二十年來，旅順經濟開發區產業結構不
斷優化。目前，區內已經形成了船舶製造、軌道交
通、重大裝備製造、港航物流業等優勢主導產業。
2010 年，船舶製造和軌道交通兩大產業集群，被納入
大連市 10 個超千億元產業集群發展規劃。此外，還引
進兩個國家級研發中心、六家省級以上研發機構、四
所高等院校，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的生命力。

▲台灣森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和新北市
淡水藝術造村發展協會均與海安
「523」 文化產業園合作項目簽約
是文化資源豐富且開發利用程度不足，發達
的工業經濟和傳統產業的文化需求大。在台
商資本引入的同時，引進台灣文創企業的管
理經驗和先進技術，使雙方資源開發轉換得
到最大化的匹配與互補，實現互利雙贏。

單聚寧說，在面向韓國、日本、香港等 10 多個國
家和地區開展的多種形式招商活動中，中遠集團、北
車集團、日本今治等一批世界 500 強和中國 500 強企
業先後在開發區建立生產基地。截至目前，共引進各
類工業企業 200 多家，累計使用內資 500 多億元，實
際利用外資 5.5 億美元。

堅持開放戰略 發揮港航優勢

單聚寧介紹說，在圍繞現有主導產業招商引資的
同時，開發區還拓寬思路，創新方式，着力引進現代
服務業項目，積極培育新興產業，推進主導產業向多
元化發展。堅持集群化的發展戰略，全力推進船舶製
造、軌道交通和重大裝備製造等先進製造業率先崛
起，着力打造年產值超 300 億元的國際級現代造船產
業基地、產值超 200 億元的國家級現代裝備製造產業
基地、產值超 500 億元的先進軌道交通裝備製造產業
基地。
他表示，旅順經濟開發區將加快旅順新港改擴建
步伐，推進東北亞國際航運中心組合港建設，力爭建
成中國東部沿海交通大動脈的重要樞紐。優先發展現
代物流業，加快建立連接東北與華北、華東、華南等
地的物流服務網絡，打造大連重要的現代物流基地。
進一步加速推進商貿、金融等服務業發展，促使更多
大型商貿企業和金融機構早日落戶，為臨港產業發展
營造方便、周到的配套環境。
本報記者 宋偉

要政府制定回收政策並強力執行才有可能減少這種現
象。
他最後建議，實現各類資源的高效利用，需要社會
各方面的緊密配合。一方面，政府需要出台針對性的法
律法規並輔之以強有力的執行手段，另外必須通過市場
化的手段引導專業公司發展，培育市場規模不斷壯大並
形成上下游共同受益的產業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還
餐桌以清淨，還放心給廣大消費者。

正是李果成熟時

北京國家廣告產業園開
園儀式
◀

處理廚餘從源頭做起

甘肅省省委書記王三運、省長劉偉
平贈送必和必拓鋁鎳部總裁戈萊恩．
科魯出土於甘肅武威的銅奔馬

首個國家級廣告園落戶京城

首個國家級廣告園落戶京城，日前正式開園。北京
市市長郭金龍表示，北京將努力使之盡快成為中國廣告
產品的交易中心、創新發展的中心、人才培養中心和國
內外優秀廣告企業的聚集中心。
北京國家廣告產業園區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園區面
積達 42.8 平方公里，在園區及周邊範圍內，彙集了 1.3 萬
家傳媒企業，包括 200 家中國最具實力和影響力的傳媒巨
頭和新聞傳播機構、190 家國際知名新聞機構、上千家互
聯網新興媒體企業。同時，這一區域內還匯聚了全北京
70%的世界 500 強企業和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以及眾多國
際、國內品牌企業，支撐了北京最重要的廣告市場。
據了解，2011 年中國廣告業經營額 3125 億元，已成
為全球第二大廣告市場。其中，北京是中國最大的廣告
媒體中心和廣告市場，廣告經營額突破 800 億元，佔全國
比重兩成多。朝陽區是中國媒體機構最集中的地區，同
時是首都最重要的廣告市場，也是廣告高端人才最集中
的地區。朝陽區將設立專項資金，採取獎勵、補助、貸
款貼息和購買版權等方式給予廣告企業優惠。對於新註
冊並遷入園區的一定規模以上的廣告企業，給予一次性
資金獎勵，最高達 200 萬元。對於進駐園區廣告企業在境
外資本市場上市以及通過借殼或買殼上市，給予 400 萬元
的資金補助。
據悉，園區將重點打造 5 個中心，即全國廣告產品交
易中心，廣告產業公共服務中心，廣告產業創新發展中
心，廣告產業人才培養中心和優勢廣告企業聚集中心；
搭建五個平台，即公共技術服務平台，公共信息發布平
台，公共行業中介服務平台，廣告展示平台和政府 「一
站式」服務平台。
本報記者 李銳

◀

圾，如果這些垃圾都是通過簡單方式處理的話，是極
大的資源浪費。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佔 70%。但
現在隨着城市化的不斷深入，大批量的農民工擁上城
市務工，留在家裡都是老少弱勢群體。這樣一來廣大
農村地區通過家庭飼養方式消納剩餘食品的方式大大
減少，而城市垃圾卻又大大增加。實際上餐飲業每年
產生的大量食品在為養殖業提供大量的飼料同時，通
過一定的加工處理也能提供客觀的農用有機肥料，不
過這需要產業鏈上下游的緊密配合。

丹桂軒董事長梁玉鵬

中國農業大學調查顯示，保守推算，僅 2007 年至 2008 年，中國餐飲浪
費的食物蛋白質達 800 萬噸，相當於 2.6 億人一年的所需。有着幾十年餐飲業
從業經歷的丹桂軒董事主席梁玉鵬深有感觸。在他看來： 「不僅僅餐飲業浪
費巨大，作為從業人員，雖然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這種情況，但無論
是社會環境，還是相關政策措施，企業都很難通過一己之力改變現狀。」 為
此，他希望政府要積極引導餐飲業的資源利用和行業發展，並制定鼓勵措施
以加快市場發展。
本報記者 王榮平

▲信宜錢排鎮三華李

又到一年一度的李果飄香時。6 月 1 日，廣
東省茂名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了榮獲 「嶺南十
大佳果」稱號的信宜三華李即將進入成熟期，預
計在 6 月中旬至 7 月份大批量上市。作為 「三華
李第一鎮」的茂名信宜市錢排鎮，為進一步唱響
三華李品牌，加快推進生態旅遊和效益農業、農
莊經濟三者的完美結合，決定在 6 月 16 日─ 7 月
1 日舉辦 「風情李鄉銀妃品果節」。屆時，遊客
在品果賞景的同時，並可以參與果王公益拍賣。
三華李具有開胃、解暑等功效，被譽為 「
李
中之王」。茂名信宜是 「中國三華李產業龍頭縣（市）」和
全國三華李標準化示範區，所產的三華李在去年 11 月被評
為 「
嶺南十大佳果」。茂名信宜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就開始
引進種植三華李，目前該市種植三華李已達 25 萬畝，是廣
東省最大的三華李生產基地。特別是位於信宜市東北部的錢
排鎮，由於地理環境優越，其生產的三華李具有果大、核
小、肉脆、色美等特點。因該鎮所產的三華李成熟時果實表
皮覆蓋着一層薄薄的 「
銀粉」，似佳人面容般細潤，因此該
鎮註冊了 「銀妃」牌三華李商標，並成為此次品果節的主角
進行推介。
三華李不僅給人們帶來美味與享受，也給錢排人們帶來
了可觀的效益。在新聞發布會上，錢排鎮的鎮委書記梁志毅
介紹說，錢排鎮三華李種植面積達到 8 萬多畝，88%的錢排
鎮人們從事三華李的種植、生產和加工工作，年產值達 2 億
元，單項人均純收入 2000 多元。
此外，信宜錢排鎮為了本次活動還經過精心打造的十大
品果園區，遊客可進園自由摘取品果，在農家樂品嘗土雞、
野菜、農家豆腐等綠色食品，感受農家風情。

比亞迪攜新技術進軍光伏產業
日前，全球最高規格的光伏行業展會── SNEC 第六屆
（2012）國際太陽能光伏展覽會在上海如期舉行。作為 「全
球新能源變革引領者」的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以 「
能源革
命，更美未來」為參展主題，攜多項前沿技術強勢亮相這一
行 業 盛 會 ， 比 亞 迪 副 總 裁 何 龍 表 示 ， 是 次 比 亞 迪 攜 PV
TOP.5 光伏新技術的盛大亮相有着兩大重要意義。一方面是
其對於 「唯有技術與研發實力佔先，方能在市場上立於不敗
之地」的新生存規則的前瞻性把控；另一方面，則是其對於
中國甚至全球光伏產業的發展進程產生巨大推動。
比亞迪股份當下主業涉及 IT、汽車以及新能源三大板
塊。綠色新能源正是公司近年戮力重點發展的項目。何龍在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當下以化石能源為代表的傳統能源，
佔到全球能源消耗的 90%以上，而這些不可再生能源的枯竭
將不可避免，人類現代文明勢必承受嚴重衝擊，只有清潔、
高效的新能源，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世界能源問題。比亞迪堅
信技術可以改變世界，創新可以造福人類！比亞迪的太陽能
電站項目用太陽能替代以化石能源為代表的傳統能源，將新
能源發展戰略付諸實施。
在本屆國際太陽能光伏展覽會現場，記者發現比亞迪是
次推出的 PV TOP.5 光伏新技術及儲能系統，前者正是全
球首次公開亮相的光伏新技術，由於具有高功率輸出、低運
行溫度、低成本、抗風化、長生命周期等顯著特徵，受到眾
多客戶以及參展觀眾的推崇。據何龍透露，比亞迪的儲能系
統已經應用於國家 「
金太陽」工程重點項目──國家風光儲
輸示範工程（一期）。該工程由財政部、科技部和國家電網
公司共同啓動，集風光儲能於一體，總投資約 33 億元。其
中，比亞迪提供的磷酸鐵鋰電池系統，也是該項目儲能部分
最大的供應商；另外，家庭能源系統也是是次展示的主題之
一，該系統可廣泛應用於居民、商業用戶的一類多功能電源
系統；而應急能源系列，則是比亞迪依靠其雄厚的技術實力
和完善的 IT 產業資源整合優勢，為電網不穩定地區提供的
最理想新能源解決方案。
本報記者 井欽閣

▲比亞迪光伏展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