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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转换驱动技术革新 喜旺烤肠等产品实现技术新跨越

喜旺承担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取得突破

□记者 史大玮

近期，由喜旺集团承担的国
家科技部“北方特色酱卤熏菜肴
加工关键技术及产业化”“中式
传统肉制品绿色制造关键技术
与装备研发及示范”等科研项目
取得突破性进展，连结硕果，集
团科技研发实力实现重大提升，
在西式烤肠制造技术与中式酱
卤肉制品研发领域实现了一系
列关键技术突破，产品工艺和技
术研发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随着科研项目的顺利进展，
喜旺的新产品研发也硕果累累，
喜旺烤肠、喜旺烧鸡等产品无论
是口味口感、色泽外观还是内在
品质，都有了新的突破，取得跨
越式提升。在刚结束的由世界肉
类组织主办的中国国际肉类工

业展览会上，喜旺烤肠、喜旺烧
鸡以技术创新获得与会各界的
高度赞誉，喜旺集团也荣获世界
肉类组织金牌会员荣誉。这是喜
旺集团一直以来重视科技创新、
不懈追求新技术、高度重视研发
工作的结果，也是新旧动能转换
驱动技术革新的必然成果。

强大的科研实力

助推喜旺烧鸡等产品升级

喜旺烧鸡、喜旺烤肠等产品
取得的跨越式升级换代，与喜旺
强大的研发实力息息相关。多年
来，喜旺集团一直注重对新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坚持以新旧动能
转换推进技术创新，与中国肉类
研究中心成立联合研发中心，与
中国农业大学、江南大学等高校
成立联合技术中心。

正是凭借着对科研平台建
设的重视以及强大的创新能力，
喜旺在肉制品科研方面硕果累
累。喜旺集团科研中心先后被评
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
家猪肉技术研发分中心”“山东
省企业技术中心”等等，并参与
了《酱卤肉制品》等多项国家及
行业标准的编写、修订工作，对
肉制品行业科研水平的提高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强大的科
技研发实力是此次喜旺烧鸡、喜
旺烤肠等产品实现技术革新升
级的强劲动力。

产品走出去技术引进来
科技助力喜旺烤肠

风靡国际市场

当前，喜旺集团把“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作为企业的创新驱
动力，坚持以开放促发展，以国
际合作促改革，引进国外先进的
肉制品加工技术，实现国内外技
术完美结合，从而助推喜旺集团
国际化进程。2004年，喜旺集团在
加拿大艾伯塔省成立了分公司
Siwin，成为中国肉制品行业第一
家走出国门建厂的中国企业。在
艾伯塔省，喜旺与当地的农业科
技厅、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中
心，积极邀请来自美国、德国、法
国、奥地利、芬兰等西方发达国
家的肉制品专家及营养学专家，
重点进行食品营养的研究，以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中西合璧，最终
实现了中式传统肉制品研发技
术与国外现代营养技术的完美
结合。

2013年，在艾伯塔省肉食品
评比大赛上，喜旺一举获得猪肉
类产品评比第一名，成为此奖项
历史上首个中资企业。2014年，喜
旺又获得中加合作卓越企业奖，
喜旺Siwin公司是入围企业中唯
一的食品企业，也是唯一由政府
提名的企业。目前，喜旺已有30
余种产品在加拿大各大主流超
市销售，产品风靡北美，受到不
同族裔、文化背景的消费者的高
度认可。

2017年1月，喜旺烤肠等产品
正式进驻日本高端超市Costco系
统，以高端定价、高品质、好口味
的品牌形象亮相日本主流市场，
近半年来销量逐月攀升，喜旺烤
肠的销量迅速跃居当地同类名
牌产品的前列，受到日本消费者
的欢迎。

国内国外共建研发中心

驱动新旧动能转换

喜旺在国内、国外公司共建
研发中心，强强联手，有效实现
了技术、信息共享，从而将国外
先进的技术、经验传递到国内，
实现了西方先进肉制品加工技
术与中国百年健康滋补配方的
有效结合，有效带动了国内新产

品的研发、转化，喜旺烤肠、喜旺
烧鸡等新产品应运而生。国内国
外共建研发中心的举措，有效驱
动了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肉制
品加工技术的快速转型升级，从
而为喜旺集团的国际化运作带
来新机遇。

据悉，在产品畅销加拿大、
日本之后，喜旺海外siwin公司的
发展已步入快车道，集团将于
2018年正式进驻澳大利亚市场，
并已通过对美国、欧盟等国家的
出口批准证书，产品很快会进入
美国市场，集团还计划在未来的
五年内开辟欧洲及南美市场。相
信随着新品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喜旺将把
新技术、好口味带给更大的国际
市场，让全世界品尝肉制品独特
的中国味道！

近报读者联谊会举行

看表演听戏曲，联谊活动挺热闹
济南开通 12338
女性维权平台

近日，济南市妇联开通
12338 手机维权平台，这是市
妇联借助辰静律师事务所“法
援在线”开通的微信平台，是
继去年开通“泉城女性维权 e
线通”的基础上，开辟的又一
条妇女维权工作新路径。

用户可以在关注济南市
妇联的公众微信号“泉城女
性”后，点击“微服务”—“巾帼
维权”即可进入该平台，平台
主要设置在线学法、在线维
权、在线法援三个功能模块，
涵盖法律法规、以案说法、在
线咨询、法援申请条件等内
容，为济南市妇女儿童提供更
加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

记者 刘一梦

济南公安 2日至 6日
暂停办理护照等业务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局了解到，根据
公安部、省公安厅统一部署，
济南市将启用全国公安出入
境管理信息系统。12 月 2 日
至 12 月 6 日系统切换期间，
济南市全市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部门所有受理点、自助服
务区及政务服务网等服务平
台将暂停服务，届时，护照、签
证、港澳台通行证等业务均不
能办理。12 月 7 日，恢复正常
业务办理。

广大申请人需注意调整
办证时间，如果有紧急事项，
可以拨打 0531-85081000 进行
咨询。 记者 刘紫薇

青岛驾考实行
科目二三四连考

近日，青岛开始实行小型
汽车驾驶人考试连考新规，将
科目二、三、四纳入连考范围，
学员考完科目一 30 天后就可
以预约一天内连考三个科目，
领取驾驶证时间缩短 10 天。

根据青岛去年 4 月 1 日修
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科目二、三可以同时
预约、连续考试，但学员考完科
目三 10 天后才能考科目四。此
次新规实行后，学员考完科目
一 30 天后就可以一天内连考
三个科目，这也意味着学员最
少跑两次腿就能拿到驾照。

预约考试后，学员如果科
目二考试不合格，仍可以继续
参加科目三考试，但无论通过
与否都需要重新预约科目四，
10 天后再考。 据《青岛日报》

□吕强

11 月 22 日，“中广乐好 365
近报读者服务中心读者联谊会”
在阳光壹佰雅高美爵酒店举
行。本次联谊会为新加入的 120
多位读者颁发了读者证，现场
还有歌舞、济南特色吕剧表演。

联谊会上，一曲“优美的歌
声献给妈妈”将气氛推向高潮，
读者们畅谈近报的百味资讯。

“近报读者服务中心”还为新读
者颁发了福利物资。

“近报读者服务中心”作为
读者和近报沟通的桥梁，以“贴
身、贴心、可读、可用”为理念，
传播近报文化，倾听读者心声，
把服务真正做到实处。

全省 212 个收费站试点自动支付
绑定微信后上下高速自动识别，不用停车取卡
□记者 郝小庆

近日，记者从齐鲁交通发展
集团获悉，山东 212 个收费站正
在试点不停车自动支付的通行
方式。该方式以“高速 e 行”微信
公众平台或同名 APP 作为支付
系统，用户用手机注册，上下高
速时即可通过车牌识别，不领
卡、不停车自动支付。

“这一新型支付方式是为了
解决收费站处常常出现的拥堵
状况而研发的。”齐鲁交通发展

集团总经理徐清峻介绍，用户可
以关注“高速 e 行”微信公众号，
或者下载同名 APP，通过注册车
牌号，绑定微信（支付宝或银行
卡）或者预存通行费，就可以使
用了。

已经注册的车辆通过收费
站时，设备会自动抓拍牌照信
息，判断车辆注册情况，并自动
完成抬杆放行操作。下高速时，
系统会在预存的通行费或者绑
定的微信、支付宝或银行卡中自
动扣费，整个过程不必停车，只

要放慢速度安全通过即可。经测
算，使用“高速 e 行”进出高速，一
辆大货车从车头进入收费窗口
到车尾离开的时间是 10-15 秒，
是原来速度的 3-5 倍。

“近期这一方式正在山东
212 个收费站进行试点，全省 300
余个收费站中还有 1/3 左右没有
部署完成。”徐清峻说，现在各个
收费站管理公司在积极联动，争
取春节前后在全省部署完成，届
时客车就可以不领卡、不停车，
通行含 ETC 车道在内的所有车

道；货车可以不领卡、不停车通
行自助发卡车道和人工车道。

“试点期间还需要驾驶员正常领
卡、还卡，但已经可以自动支付，
不用掏钱了。在出口车道也能正
常领取通行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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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报报读读者者服服务务中中心心读读者者联联谊谊会会””现现场场。。

喜喜旺旺集集团团与与加加拿拿大大科科研研机机构构共共建建联联合合研研发发中中心心。。

喜喜旺旺集集团团海海外外SSiiwwiinn公公司司实实验验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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