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 王浩 版式罗梅 校对张晓 11财经

德州扒鸡 肉烂脱骨 入口即化 满口余香
五香脱骨 德州本地人吃的扒鸡 整件5只装原价390元 今明后3天6折特惠仅需234元

德州扒鸡被誉为德州三宝之
一，它色香味俱全，肉嫩味纯、鲜香
脱骨、香透骨髓，据说清乾隆三下江
南途经德州，顿顿指名要吃这道菜。

德州扒鸡是中外驰名的鲁菜，
具有美鲜嫩香四大特点:第一就是
好看，完整一只色泽金黄，让人一
看就垂涎欲滴;第二就是鲜，保留
了鸡肉最原滋原味的口感;第三就
是嫩，骨肉分离，鸡肉入口即化;第
四就是香，纯天然香料烂入骨髓，
勾起食欲。

好味道源自好食材
秦老吉德州扒鸡从选料到制作

都很讲究，且工艺十分精细。全部
选用当天宰杀的三黄鸡为原料，配
以多种天然名贵香辛料，经文武火
煮制，再进行焖制，新出锅的德州扒
鸡金红油亮，肉质雪白，香气浓郁，
肉烂脱骨，趁热提起鸡腿轻抖，鸡肉
可全部脱落，为菜中精品，冷食热食
均满口余香！实为款待宾客，馈赠
亲友之佳品。

特大优惠 送货到家
为了方便消费者品尝特色鲁菜

名吃，厂家采取快递方式直接送货
到消费者家中，省去实体店的费用，
原价 78 元/只（整箱 5只装 390
元）的德州五香脱骨扒鸡，5月22，
23，24日这3天厂价6折特惠整
箱装5只仅需234元，二百出头就
可以到手5只德州五香脱骨扒鸡，
真划算！每人限购2箱，真空包装，
保质期240天，均为最新批次，可
以放心购买存放。 整箱免费包邮 快递到家 方便快捷 避免商场接触

订购热线：400-966-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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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阳光明媚。泸州
市叙永县正东镇纪委书记陈俊，
走进阳坪村的集体乌鸡养殖场。

“我们的生态土鸡蛋一上
市就供不应求，市场反应好得
很，最近又带动了5户贫困户来
学习养殖技术。”村支书老袁高
兴地说，这几年村集体经济发
展得红红火火。

5年前，陈俊刚到阳坪村任
驻村第一书记时，村民们不信任
他：“长得白白胖胖的，城里孩子
能吃这个苦？”“一看就是来镀金
的，我们指望不上的。”

那个时候，村集体经济收
入，年年都是零。

蹲在田间地头吃土豆、喝
酸菜汤……陈俊走遍阳坪村各
个角落，发现当地老百姓家家户

户都有养猪的习惯，但都不成规
模，一年也赚不了几个钱。

“如果以村集体经济为载
体，发展规模养殖，说不定可以
带动老百姓发展致富。”有了想
法，陈俊便召集村干部和村民，
经过多次开会商讨和实地走
访，决定村集体经济先行先试，
成功后向群众传授养殖经验，
逐步推广。

找项目，跑市场，问专家
……面对陌生的生猪养殖市场，
陈俊带领驻村工作队和村班子潜
心学习生猪养殖和管理知识，但
由于缺乏实际养殖的技术和经
验，始终未找到适合的模式。

就在陈俊为找不到合适的
项目发愁的时候，一个意外的
消息让他动了心：一家公司将

在叙永县投资建设 100 万头优
质生猪产业基地，项目采用“公
司+村资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家庭农场）”的商品猪寄养模
式，由公司提供仔猪、饲料、药
品和养殖管理规程，村资公司
或农户提供标准圈舍、劳动力、
生产工具，共同生产商品肥猪，
公司统一销售。

策划方案、考察选址、争取
政策扶持……陈俊带领村干部
干了起来。2019年1月第一批
472头生猪出栏，村资公司获得
了 11.35 万元养殖报酬。一个
月后，阳坪村召开集体经济分
红大会，将6%的收益对入股贫
困户进行分红，村里的贫困户
第一次尝到了集体经济发展带
来的甜头。

接下来，随着生猪养殖不
断步入正轨，村集体的腰包渐
渐鼓了起来。投资建设乌鸡养
殖场、生态养殖水产基地、扶贫
花厂……越来越多的项目投入
进来，看到红红火火发展的村
集体经济，老百姓的心气也被
带动了起来。

“看到村上养猪赚了钱，我
为什么不行。”“他们养鸡场的
鸡存活率高，鸡蛋供不应求，村
上讲授养殖经验的时候我要去
听一听……”越来越多的贫困
群众依靠村集体经济闯出的

“路”脱了贫、致了富。
今日的阳坪村，泥土路全

部换成了水泥路。
舒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佘翔

尾声
问：周四沪指高

开，盘中震荡走低，收
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尽管北上资金
继续净流入 32 亿元，
但市场还是呈现震荡
走势，午后受科技股拖
累，各股指尾盘有所走
弱。截至收盘，两市涨
停61只，跌停11只。
技术上看，各股指均失
守5日、10日均线，创
业板指日线MACD指标
还出现死叉，不过与之
前下跌放量不同的是，
周四市场成交环比萎
缩；60分钟图显示，各
股指均失守60小时均
线，60分钟MACD指标
继续呈现死叉状态；从
形态来看，市场早盘冲
高乏力，午后出现顺势
下跌并回补周二跳空
缺口一幕，由于沪指和
创业板指并没跌破笔
者之前提到的近期震
荡低点，说明股指两连
跌有洗盘的意味，而且
各股指尚未失守60日
均线，理应不该全面看
空。期指市场，各合约
累计成交、持仓增加，
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
体略有增加。综合来
看，近期走势仍属于箱
体震荡拉锯的范畴，沪
指从2914点的调整已
经接近尾声，后市仍可
谨慎乐观。

资产：周四按计划
以51元买入顺鑫农业
3.2万股。目前持有中
国中期（000996）25 万
股，新华网（603888）6
万 股 ，光 迅 科 技
（002281）5万股，完美
世界（002624）3万股，
顺鑫农业（000860）3.2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8347676.19 元 ，总 净
值16251736.19元，盈
利8025.87%。

周五操作计划：顺
鑫农业、新华网、光迅
科技、完美世界、中国
中 期 拟 持 股 待 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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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贷”助力复工复产
为中小企业撬动150亿元资金

泸州叙永：村集体经济红红火火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进展，
复工复产正有序进行。在四川
省政府出台的 13条缓解中小
企业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上，
四川省财政厅进一步细化11
大类34小项措施，帮助政策落
地实施。其中，“战疫贷”政策
资金撬动作用最明显。截至5
月 20 日，全省 85%以上地方法
人银行加入，累计为全省2.2万
户中小微企业筹措了150亿元
低息贷款。初步估算，获得“战
疫贷”支持的各类主体预计将
稳定和带动就业超20万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刘旭强

看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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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匹配资金
快速发放贷款

“政府帮我们匹配了300万
元贷款，放款只用了一周时间，

利率又低。靠这笔资金，公司
得以覆盖疫情下的日常开支，
解了燃眉之急。”成都航威公司
负责人感谢政府为企业赢得低
息贷款。

航威公司是成都一家机床
行业的中型企业，受疫情影响，
今年一季度公司的订单和回款
都大幅减少，流动资金的补充成
了迫在眉睫的问题。此间，四川
省的“战疫贷”发挥了作用，为公
司匹配300万元贷款，综合融资
成本仅3%左右，帮助企业节约
了近10万元财务成本。

“在帮助中小企业应对疫
情的所有财政支持政策中，‘战
疫贷’是资金撬动作用最明显
的，帮助中小企业更快、更低成
本从银行贷款。”四川省财政厅
相关处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战疫贷”是由四川省财政
厅联合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等主
管部门会同银行业金融机构共
同推出的低成本贷款，专门面
向自身抗风险能力弱、受疫情
影响严重且急需资金的小微企
业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截至
5 月 20 日，四川全省 85%以上
地方法人银行参与了“战疫贷”
业务，为2.2万户小微企业及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累计发放 150
亿元贷款；初步估算，获得“战
疫贷”支持的各类主体预计将
稳定和带动就业超20万人。

细化34条措施
确保政策落实

“除‘战疫贷’政策外，疫情
期间四川还出台有很多缓解中
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普惠性
政策措施，都聚焦在同一个点，

保住企业的现金流。”四川省财
政厅有关处室负责人说。

2 月 5 日，四川省政府推出
十三条政策措施，从减负、金
融、财税和稳岗四个方面缓解
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包括
房租减负、贴息贷款、财税补
贴、稳岗补贴等。“省财政厅主
要负责政策的细化和落实。”据
介绍，在省十三条的基础上，省
财政厅进一步细化 11 大类、34
项普惠性措施。

记者梳理发现，政策不乏
对参与防疫物资生产和重点物
资生产企业的扶持。如今，随
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进展，政
策扶持重点已转移到中小企业
的复工复产上，包括房租减免、
贴息贷款、社保费缓交、复工复
产补贴等。

省财政厅新闻发言人介绍
“战疫贷”有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