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是漫漫岁月里中
华民族人伦亲情释放和驻足的
驿站。一家人吃着月饼望着月
亮，清风习习，虫鸣唧唧，那是
一份与自然的和谐默契。中秋
又至，有情有意的沪耀人正用

“匠心产品”唤醒人们内心尘封
的温馨：暂缓忙于奔波的脚步，
真情实意地回家走走，与亲人
共同品尝月饼的滋味吧！

沪耀食品专注月饼30多年
明月寄相思，沪耀送真

情。江苏沪耀粮油制品公司作
为上海市糖制食品协会副理事
长单位、“中国月饼行业百强企
业”、沪宁线上大型月饼企业和

“月饼代加工中心”，受到了业
界的一致肯定，赢得了行业的
赞誉和尊重，同时也确立了沪
耀在江苏焙烤食品行业的龙头
企业地位。沪耀食品 1986年建
厂后，1987 年就开始正式批量
生 产 月 饼 。 沪 耀 先 后 通 过
ISO9001、ISO2200、BCCP 等各
项质量体系认证。并获市消费
者信得过单位、江苏省质量信
得过企业、江苏省质量诚信五
星级企业、江苏省著名商标、上
海名特优食品、中国著名品牌、
国家质量达标放心食品、全国
月饼质量安全优秀企业等殊
荣。2015年开始沪耀连年斩获

“中国名饼”荣誉，2017 年被评
为“中国月饼行业百强企业”，
近日在由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
工业协会主办的2018（第24届）
中国月饼文化节上沪耀又蝉联

“中国名饼”称号。

沪耀月饼：传统工艺，良心品质
引领消费潮流，提升发展

质量。江苏沪耀粮油制品公司
生产的系列食品，已成为闻名
遐迩家喻户晓的著名食品，在
全国行业内也是名列前茅。深
受消费者的喜爱和推崇，是人
们走亲访友、节日喜庆的首选
产品之一。沪耀今年的月饼生
产坚持了“传承创新高质量发
展，安全营养创美好生活”的主
题。作为沪宁线上最大的月饼
代加工中心的江苏沪耀粮油制
品公司迁入新厂区后，今年 10
条月饼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
能达日产百万只，为希尔顿、万
达、苏宁、东方航空、五芳斋、上
海邮政、冠生园等300余家五星
级酒店、宾馆等名店名企代加
工月饼，月饼外地销售量超过
90%，今年沪耀月饼订货同比增
长20%以上。

沪耀今年不仅有传统苏式
老月饼，品种丰富的广式月饼，
还有各种软心流心月饼，潮式、
台式、碳烧、桃山皮月饼等新品

种。多款精致、美观、口感口味
俱佳的新口味月饼，以适应当
下新消费市场的变化与需求，
并给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口感
口味选择与品食新体验。因外
观精致可爱、口感曼妙而深受
年轻人喜爱的流心奶黄月饼、
奶黄坚果月饼、巧克力月饼、榴
莲流心月饼等一经推出便享誉
市场。

沪耀新品月饼，
你pick哪款？
致力传承创新，创造美好

生活。健康时尚、美味营养等
观念是今年的沪耀月饼新产品
开发的方向。同时，年轻消费
群体的消费观念越来越受重
视，时尚的新品种、新包装、新
理念，新口味的月饼产销量都
明显增加。冷冻半成品、现制
现售的产品成为了销售热点，
体验式的销售模式会更加多
样。价位区间拉得更大，丰俭
由人。每一种沪耀月饼都是一
款新味觉、新口感、新创新、新
体验的“匠心产品”！深情表达
了沪耀人深耕本土、情系乡里
的情怀。沪耀人坚信，品质、文
化底蕴和价格合成的最高性价
比，才是引领行业发展、市场旺
销的“王道”。

据江苏沪耀粮油制品公司

董事长朱尧生介绍，2018 年中
秋，沪耀食品隆重推出了赛尔
维手拎盒、奥斯陆之花礼盒、奥
斯陆极昼礼盒、莫奈花园礼盒、
幸福的中秋礼盒、秋愿礼盒、星
空礼盒、月亮节礼盒、月光礼盒
等十多种礼盒，每一款礼盒都
代表着不同的祝福和心意。因
此，今年的沪耀月饼，在保证健
康美味的同时，更突出了幸福
的吉祥含义、情感的寄托、浪漫
的情怀、悠然的乐趣、家乡的中
秋味道甚至是邂逅美好感觉的
心动。

沪耀人呼唤亲情，铭记初
心。但愿一块沪耀月饼能唤起
那份隽久的亲情，表达那份心
灵回归的情怀。 溢真 国武

沪耀沪耀，“，“中国名饼中国名饼””寄情一轮明月寄情一轮明月
———热烈祝贺江苏沪耀粮油制品公司蝉联—热烈祝贺江苏沪耀粮油制品公司蝉联““中国名饼中国名饼””称号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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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耀月饼生产大事记
●●19861986年建厂年建厂，，19871987年开始年开始

生产月饼生产月饼
●●19881988年扩大生产年扩大生产，，添置一添置一

条月饼生产线条月饼生产线
●●19911991年建华阳路厂区年建华阳路厂区；；创创

建沪耀食品第一家食品建沪耀食品第一家食品、、月饼门月饼门
店店：：华阳路店华阳路店

●●20002000 年与外地多家名店年与外地多家名店
名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名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启月开启月
饼代工模式饼代工模式

●●20042004 年麦溪芳草经济园年麦溪芳草经济园
厂区引入第一条月饼自动生产厂区引入第一条月饼自动生产
线线，，以机器配合手工制作月饼以机器配合手工制作月饼

●●20082008年开启蛋糕年开启蛋糕、、月饼连月饼连
锁经营模式锁经营模式

●●20142014年与国内年与国内200200余家五余家五
星级酒店星级酒店、、宾馆等名店名企建立宾馆等名店名企建立
代加工月饼合作关系代加工月饼合作关系，，月饼外地月饼外地
销售量超过销售量超过7070%%。。

●●20152015 年沪耀月饼在由中年沪耀月饼在由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中国商业联合
会支持会支持，，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
业协会主办的业协会主办的““中国月饼文化中国月饼文化
节节””上荣膺上荣膺““中国名饼中国名饼””称号称号。。

●●20162016 年司徒工业园新厂年司徒工业园新厂
区开业区开业，，月饼生产线达月饼生产线达1010条条，，在在
丹食品月饼直营门店达到丹食品月饼直营门店达到1010家家。。

●●20172017年跻身年跻身““中国月饼行中国月饼行
业百强企业业百强企业”。”。

●●20182018 年连续第四年蝉联年连续第四年蝉联
““中国名饼中国名饼””称号称号。。

沪耀月饼手拎盒新包装

沪耀月饼新包装

美国政坛近期因《纽约时
报》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掀起
轩然大波，全美舆论都在猜测
这位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反抗
者”究竟是谁，白宫一时人人自
危，《华盛顿邮报》称这是美国
现代总统史上从未出现的情
况。美媒从遣词造句上分析
称，该文很可能出自美国副总
统彭斯。为此，彭斯亲自出面
否认，并称白宫内部从未讨论
过援引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
案对特朗普进行弹劾的可能
性。

美国副总统彭斯
深陷“内鬼”疑云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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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东北风 3~4
级，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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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菀滢 通讯
员 袁军辉）为鼓励全市教育工
作者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努力
提供适合学生成长的教育，8日
下午，我市举行庆祝第34个教师
节暨表彰大会，市领导陈可可、
黄春年、赵志强、李忠法、沈岳方
等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了表彰会。

今年以来，我市从科教兴市
战略高度确立新时期教育发展
地位和目标，以实施“丹阳好老
师行动计划”为抓手，依托师德
建设“立德工程”、青年教师“青
蓝工程”、拔尖人才“领航工程”、
教师培训“助力工程”，努力建设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
伍。1 人入选央视最美教师评
选，2人被评为教授级中学高级
教师，3人被评为省特级教师，21
人在省级基本功大赛和评优课
中获一等奖。13人被评为镇江
市各学段十佳教师、61人评为镇
江市学科带头人、340人评为镇
江市中青年教学骨干，拔尖教师
数量名列镇江第一。同时，我市
还创成了全国中小学责任督学
挂牌督导创新市、江苏省平安校
园建设示范市，区域教育现代化
水平省级监测进入全省前六位，
政府教育考核中位列镇江第二

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市高

考进入全省第一方阵，本一达线
1160人，本科率95.15%。镇江文
理科前10名我市有9名，文科第
一、第二名，理科第二、第三名均
在我市。全省前 100名考生中，
我市理科有 3人，文科有 6人，2
人进入全省前 10名，1人获江苏
省文科第一名。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夕
龙在表彰会上向全市教师致以
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希
望社会各界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理解教师，广泛开展尊师重

教活动；希望老师们以更加饱满
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团结一心，
奋力拼搏，共同书写丹阳教育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表彰会上，市四套班子领导
分别为“高考政府特别奖”，省教
学比武一等奖获得者、省优秀教
育工作者、省特级教师，“李氏教
师奖”，四有教师模范、镇江市丹
阳市十佳教师代表，以及“榜样
的力量”获奖者进行了颁奖。来
自全市各学校的师生们还为参
会人员呈现了精彩的表演。

在百余名新教师的上岗宣
誓声中，表彰会圆满落幕。

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人

我市举行庆祝第34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

宣传公益
传递爱心

9月9日是中国全民公益
日，为了宣扬99公益日，齐梁义
工社、山水旅行社举办“了解丹
阳、爱我家乡”城市微徒步活
动，近百人环绕市区十多个景
点，徒步十多公里了解丹阳、宣
传公益、传递爱心。图为参与
活动者走过新建的西门大街云
阳楼。

（记者 萧也平 通讯员 郝
丽 摄）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在于经
济发展的高质量，创新驱动是实
现经济发展高质量的根本途
径。丹阳作为镇江经济的排头
兵，争先苏南的主力军，必须更
大力度解放思想，高度注重产业
强市、创新转型，强化“企业是主
体、产业是方向、人才是支撑、环
境是保障”的工作理念，充分发
挥科技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核
心驱动作用，推动经济发展高质
量走在镇江乃至江苏前列。

一、在深化科技体制机制
创新上解放思想，着力破解创
新驱动发展难题

我市科技创新工作在全省
乃至全国一直走在前列，但与
新时代要求、高质量发展还有
一定差距，尤其是在科技创新
理念和机制上还需进一步解放
思想，向发达县市对标学习。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

政策体系。对照聚力创新“20
条”，按照科学规范和放管服的
总要求，修订完善“1+1+N”科
技政策体系，在企业创新、产业
创新、区域创新、平台创新各个
环节发挥好政策的引导作用。
优化总结“专家评审推荐、行政
依规否决，纪检全程监督”的项
目评审模式，推进对失信企业
和失信科技服务中介机构的联
合惩戒，提升科技项目管理水
平。其次，要强力推进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位于高新区核心
区的科技创新中心整合了近年
来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技创新平
台，代表我市最高公共研发水
平。要坚持市场化运作、公司
化管理理念，加强平台研发孵
化和运营管理团队的能力建
设。积极与高新区沟通协调，
打造“中心研发孵化、高新区加
速发展”的高质量科技型企业
孵化成长链。

二、在提升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上解放思想，做强创新驱
动发展主体

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是丹阳
经济的一大特色，但受资金、技

术、人才等因素制约，大部分民
企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较
弱，尤其是传统产业创新不
够。政府部门要创新观念，开
拓视野，甘当“店小二”，积极将
创新资源引入企业，大力推进

“科技副总”选聘和“校企联盟”
构建。引导支持企业加强专利
布局，注重细分行业前沿关键
技术突破，努力打造行业小巨
人企业。进一步做好企业研发
费用相关奖励和普惠性税收政
策的宣传与落实，最大限度调
动企业创新积极性。加快构建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
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围绕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遴
选和组织实施重点研发项目，
推动重点板块做大做强。

三、在提升产业科技创新
能力上解放思想，推动产业结
构向中高端转型

目前丹阳“五传统五新型”
产业整合已初显成效，许多产
业在全国乃至全球都位居前
列，要想继续保持优势，必须以
创新的思维、发展的眼光和前
瞻的布局通盘考虑产业发展，

积极打通科研与产业之间的通
道，促进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
紧密对接。一是突出前沿核心
技术突破。围绕新材料、智能
制造、新型医疗器械等重点特
色产业，大力实施前瞻性产业
技术创新。加大与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合作力度，合建联合创
新中心，探索建立高性能合金
材料、视光学等产业产学研联
合创新中心和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二是加大产业创新科技招
引力度。注重招引对产业发展
和创新有集聚效应的平台型企
业，提升产业转型发展力度，定
向招引能够补足产业链的基础
性项目，努力招引知名工业创
新设计中心在丹设立分中心，
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在提升区域创新发展
能力上解放思想，构筑高质量
发展新优势

丹阳工业经济已初步形成
开发区、高新区、丹北、吕城等
区域板块，各板块之间各有特
色又互有关联，要坚持统筹推
进和特色发展，构筑区域创新
发展新亮点。（下转7版）

解放思想 创新驱动

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走在苏南前列
市科技局 步坚平

解放思想
大讨论征文

今日视点

后座乘客突开车门
撞倒电动车致伤亡

4版

汽车停在马路边，后座乘
客也会涉嫌交通肇事罪？日
前，市检察院就办理了这样一
件特殊的交通肇事案，目前已
对汽车后座乘客依法提起公
诉。

这是一条完整、活跃、复杂
的地下产业链——有人专门活
跃在医院寻找器官供体，有人
负责安排为器官供体和受体进
行各种检查，有人专门负责联
系医院手术室，有人专门组织
医生私下进行非法器官移植手
术……近期，湖南省警方与医
疗卫生部门组成的专案组，奔
赴河北、河南、江苏、湖北、广西
等地，历时3个月，行程数万公
里，成功打掉一个人体器官移
植黑中介团伙。

黑中介“换肾一条龙”
层层“扒皮”近10万元

9版

曾在去年引爆“演技”话
题，重新定义“演员”的综艺《演
员的诞生》，在今年正式更名为
《我就是演员》，并于9月8日
20点 15分在浙江卫视首播。
导演陈凯歌也在节目中登台，
在现场为演员们亲自重新导
戏。从节目引入“名导”机制可
看出，这季《我就是演员》与前
一季相比在赛制及导师阵容上
有诸多升级。

《我就是演员》升级
帮好演员抢“流量”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