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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升级版” 五一小长
假， 让消费的账单同样实现了
大升级。据文旅部最新数据，假
日期间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
1.95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1176.7亿元， 按可比口径增长
16.1%。而从历史数据看，大消
费股也是牛股“集中营”。根据

WIND数据显示， 截至4月30
日， 过去20年涨幅超20倍的45
只个股中，日常消费、可选消费
和医疗保健三大行业个股占比
高达55.56%，其中贵州茅台、格
力 电 器 以 19658.84% 和
14923.85%的涨幅位居前两名。

经济信息

“今世缘的文创产品， 酒喝完
了，瓶还可以做陈列。”在中外名酒
馆展区，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为当
地今世缘酒业的“创新”之举叫好。
记者看到，今世缘酒业展位陈列了
若干造型别致、漂亮的文创产品。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食博会以
“品质食品、食尚生活”为主题，设

置主题展览、高端峰会、美食博览
三大版块， 邀请456家境内外企
业、超万种“名特优新”产品参展、
近万名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举行
“淮扬菜大师邀请赛”“食品安全高
端峰会” 等10多项精彩纷呈的活
动，主题更加鲜明，阵容更加强大，
内容更加丰富，成果也更加丰硕。

寻味淮安，惊艳的不止是“天下美味”
第二届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华美开幕

“香悦食博饕餮淮扬美味、 醉美淮安喜迎四海宾
朋。”5月9日上午，第二届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
在江苏省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中心盛大开幕。 江苏省副
省长郭元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卢鹏起、
淮安市市委书记姚晓东、 美国纽约州中小企业发展中
心总署署长布莱恩·戈德斯坦、 泰国普吉市副市长塔
沃·吉拉帕塔纳素普等领导和嘉宾出
席活动并致辞。 淮安市长蔡丽新主持
开幕式。 ■记者 张军

新华保险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 截至2019年4月底，
“城市因你而美·新华伴你而
行———新华保险关爱全国环
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 已完
成理赔68例，累计赔付629万
元， 其中身故保险金613万
元，伤残保险金16万元，惠及
28个城市的68位环卫工人。

“关爱全国环卫工人大
型公益行动” 是新华人寿保
险公益基金会成立后的主打
项目， 自2017年8月22日起，
该项目已覆盖全国57个城市
的57.5万余名环卫工人，累计
捐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额
超过575亿元。新华保险希望
2019年将该项目扩大到全国
的100个城市，覆盖环卫工人
总数超过70万人。

这种“保险产品+公益平
台+志愿服务”的独特公益模
式也受到了社会的肯定，新
华保险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在WPP集团和凯度华通明略
近期发布的“BrandZ�2019最
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排行
榜中， 新华保险品牌价值
19.49亿美元，位居榜单第60
位。 ■通讯员 吴文捷

本报5月9日讯 今日下午，2019年第十六届上海国际
茶业交易（春季）博览会暨张家界莓茶推介会在上海世博展
览馆举行。现场，以访谈的形式对莓茶的特色进行了现场推
介，来自各地的嘉宾、茶商、游客一边欣赏着特色土家歌舞表
演，一边品尝张家界莓茶。

近年来，张家界市把莓茶作为绿色产业、富民产业和朝
阳产业来积极打造。目前，该市莓茶种植面积已经达到8万多
亩，拥有茅岩莓、天门郡、灵洁、土家贡等30多家莓茶深加工
企业。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郑龙腾

近日，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
人手里紧紧攥着失而复得的存
单，眼中饱含泪水，对浏阳文家
市农业银行的一名柜员和保安
连连道谢。

据悉， 该名老人姓张，是
中和镇中和村人，常年在宁乡
打工， 五一放假回了趟家，前
往文家市农业银行办理业务
时不慎把几张存单遗忘在网
点。据柜员张才柏回忆，当天
正好是假期，网点人流量较平
时增加了不少，他在巡视大堂
时发现了5张客户遗落的定期
存单，三张农行的，二张农信
社的， 金额合计有数万元，均
无支控方式。通过会计主管授
权查询客户资料，只查到客户
的出生年月， 住在浏阳中和

镇，但没有联系方式。
几天时间过去， 失主一直

没有来网点， 负责保管存单的
张才柏有些坐不住了，5月4日
下班后， 他跟保安小哥冒雨驱
车前往中和镇寻人。 几经打听
后， 两人才在一处小山下找到
了失主张大爷的弟弟， 并与张
大爷取得了联系。原来，张大爷
又去了宁乡打工。

随后， 张大爷抽空回来
了一趟， 第一时间前往银行
取走丢失的存单， 并连声向
银行工作人员道谢。 银行工
作人员也提醒大家， 无支控
方式的存单一定要妥善保
管， 并及时完善银行预留信
息和联系方式。

■戴金霞 潘显璇

现场签约合作项目32个

五月的淮安，柳絮纷飞，生机
盎然。

开幕式上，淮安市委书记姚晓
东致辞说，近年来，淮安坚持把食
品产业作为淮安优势特色产业予
以重点培育，聚力打造“舌尖上的
产业”，“淮味千年” 品牌影响力不
断扩大。目前，淮安正积极申创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
食之都”，致力为全球美食文化、食

品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发出淮
安声音、贡献淮安力量。

开幕式还进行了食品产业合
作项目签约。本届食博会食品产业
投资合作项目32个， 其中内资项
目24个，总投资118.76亿元；外资
项目7个，总投资5.55亿美元；战略
合作项目1个。签约项目中，总投
资超10亿元或1亿美元以上项目7
个。

省外企业到“小龙虾故乡”打市场

为真正做到“请进来”、“走出
去”， 主办方此次特别加大了对境
外企业的邀展。这些参展商或来自
世界500强食品企业，或是国际食
品100强，或是境外知名品牌食品
企业，被安置在展馆一楼的核心位
置。记者看到，亿滋、雀巢、旺旺、益
海嘉里、费列罗等国际知名品牌赫
然在列。据介绍，此次单境外展团
就来了15个， 其中包括日本、韩
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马来西
亚、新西兰、荷兰等国家。

张琦供职于京纳国际贸易
（荷兰）有限公司，作为荷兰组团的
代表，她已第二次代表荷兰多家企
业参加淮安国际博览会。此次参展
的荷兰7家企业所展出的产品有
奶酪、饼干、巧克力、花生酱、橄榄

油等。这些最具“荷兰元素”的产
品，深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

“百味斋” 是来自四川的一家
食品企业的调味品品牌，该企业执
行总裁黄兆洪先生告诉记者，“百
味斋” 是四川知名调味品品牌。在
淮安做响“小龙虾”品牌后，他们企
业去年研制成功了一款“小龙虾泡
料”的调料。该调料最大的好处是，
小龙虾经清水蒸煮后只需在调料
里泡一泡，就可达到鲜香味美的效
果， 减少了传统制作时的爆炒环
节， 让年轻人免受烹饪的油烟之
苦，既简单、快捷，又环保、健康。他
们参加博览会，就是打算在“小龙
虾故乡”将“小龙虾泡料”品牌叫
响，从而达到进一步在全国推广的
目的。

淮安地标企业闪耀展馆

新华保险环卫工人
保险累计理赔629
万元

风雨无阻山村找失主

20年20倍消费股占比超50%?
五一小长假点燃消费主题投资

张家界莓茶亮相上海茶博会

本报5月9日讯 2019中国
(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即
将在本月中旬拉开帷幕，届时国
内外重要贵宾、行业大咖将汇聚
星城。作为东道主的长沙，将以
什么样的礼仪招待八方来客呢？
5月8日， 长沙市委外事办在长
沙国际会展中心对此次展览会
的涉外工作人员进行了涉外礼
宾礼仪培训。

此次培训的老师由长沙市委

外事办涉外管理处处长梁舒担
任， 参与培训的人员包括“一对
一”接待涉外工作人员，巡馆讲解
员及接待组各组长等共计50余
人。 培训会就涉外礼宾礼仪的基
本常识、 个人礼仪和社交礼仪以
及外事接待， 特别是大型活动中
应该注意的细节问题为与会人员
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在参与涉外
活动时，要严格遵守维护形象、不
卑不亢、入乡随俗、以右为尊等基

本原则。” 梁舒在培训中强调，工
作人员需要树立“外事无小事，遇
事多请示”的理念。

“通过培训， 我们知道了礼
仪的内容非常宽泛，它不仅是一
件得体、端庄、漂亮的外衣，更多
的是我们这座城市公民素养的
体现。” 参与培训的工作人员表
示，此次培训很实用，让他们更
有信心为2019中国 (长沙)国际
工程机械展览会提供优质高效
的外事保障，充分展示长沙对外
开放的良好形象。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罗玲玲

开展涉外礼仪培训 迎好八方来客

5月9日，第二
届中国（淮安）国
际食品博览会开
幕，中外宾客面对
美轮美奂的菜肴
纷纷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