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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子全身上下都能吃，柚子
肉味甘酸，性寒，有健胃化食、降
燥润肺的功效。柚子皮味苦性
温，有止咳平喘、清热化痰的功
效，完全就是为秋天而生的水
果。那么如何挑选一颗鲜甜多
汁的柚子呢？水果店老板告诉
笔者，必须记住挑柚子的“五字
法则”：大、尖、黄、硬、重。

首先是看形状。柚子要尽
量挑选个大的，一般个大的会成
熟得更好。要选择头部尖、颈部
短，下面宽且扁平的；全身圆滚
滚或头部又大又长的果皮一般
都比较厚；第二是看颜色。柚子
要选择表皮颜色比较均匀的，发
青发绿的柚子一般还不太成
熟。但是也不要挑选颜色过于
黄的柚子，这种柚子会过于成熟
导致水分的流失，影响口感。

第三是摸一摸。成熟的柚
子表皮摸上去较为光滑细腻，反
之手感较为粗糙。还可以用手
按一按柚子，如果不易按压感觉
很硬实的，说明皮薄且果肉饱

满。如果按下去软软的，则说明
皮比较厚或是已经不新鲜了；最
后是掂一掂。两个外形同样大
小的柚子，用手掂一掂，分量重
的则果肉较为饱满，水分充足。

柚子的品种之多常常令人
应接不暇，高低不一的价格也让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其中，
标榜富含多种营养素的红心柚
子，深受人们的喜爱，价格也水
涨船高。但红心柚的营养价值
真的如它的价格一样高吗？红
心柚和白心柚，我们该怎么选？

其实红心柚与白心柚最大的
营养区别在于：红心柚比白心柚
多了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番茄
红素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起
到抗衰老的功效；而胡萝卜素在
人体内能够转化成维生素A，
有助于预防呼吸道系统疾病
的发生。但这并不能说明
红心柚的营养价值就比
白心柚的高，毕竟，白
心柚维生素C的含量
可比红心柚高多了。

那红心柚为什么卖得比较
贵？水果店老板告诉笔者，那是
因为物以稀为贵，红心柚产量
小，自然也就卖得贵些了。红心
柚与白心柚虽然各有各的营养
价值，但是从口感方面来说的
话，红心柚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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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瑜报道：
10 月 18 日，大横琴 Super Star

“超级星”园区启动仪式在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
区”）举行。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发展公
司”）与南方金融传媒大厦、中交
汇通横琴广场、国家食品安全创
新中心、金源国际广场、百家达国
际广场 5 家楼宇达成合作关系，
携手打造超级星园区生态圈，进
一步激发合作区楼宇经济活力，
助力合作区产业发展。

大横琴集团党委副书记、大
横琴发展公司总经理邓峰表示，
大横琴将携手合作伙伴，通过打
造全生命周期的空间载体，为合
作区产业发展提供涵盖孵化加
速、研发办公、生产加工、仓储物
流的全产业品线的空间，利用产

业投资和全生命周期的产业服务
体系，集聚产业资源，激活产业活
力，构建“产业投资+产业招商+
产业园区运营+产业服务”的“大
横琴Super Star 超级星园区”生
态，助力合作区产业发展。

大横琴发展公司引进的芯动
科技、镓未来、迪奇孚瑞等重点企
业，在此次仪式上签约入驻“超级
星园区”。在接下来的“优享服务
管家”进百企环节，重点企业代表
接过“优享服务管家”钥匙，开启

“超级星”园区办公新体验。大横
琴发展公司为每家入驻的企业配
置“三位一体”的企业服务管家、
园区服务管家、人才服务管家，今
后，入驻“超级星园区”的企业和
人才，均可享受到大横琴发展公
司提供的“专业、贴心、温暖”全
新产业服务。

近日，“狮子山”“圆规”双台
风来袭，根据气象局持续发布台
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面
对台风暴雨天气，江门中石化多
措并举，夯实质量管理工作，确保
油品销售质量100%合格。

江门中石化下发通知各片区、
油站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和
汛情，地势低洼内涝油站提前疏通
沟渠确保排水畅通，河流、河涌等
水域附近油站密切观察水位变化，
及早准备防洪沙袋等防汛物资。

通知要求加强油站重点部位检
查，及时检查油罐操作井，查看卸油
口及计量口的密封情况是否完好，
防止雨水从这两口渗入油罐影响质

量，包扎卸油口、计量口，防止油品
泄漏，发现破损及时维修更换。

各油站严格执行接卸作业管
理规定，规范实施油品接卸“八步
法”流程，油品接卸前逐仓抽取底
部油样，检查颜色、水杂、气味等
质量状况，确保油品质量 100%
合格入罐。

大雨中，各油站不定期观察液
位仪水位是否有变化，大雨过后人
工测量油罐内水高，确认水位才可
对外销售，防止水杂随油发出。

江门中石化履行“每一滴油都
是承诺”的社会责任，让广大消费
者加到“放心油”，用上“满意油”。

（彭丽惠）

随着我国征信平台的日益完
善，征信对个人的重要性也愈加凸
显，信用价值已成为可量化的个人
资产，每年因为信用卡还款逾期而
影响个人征信的人也不在少数。

广发信用卡呼吁消费者了解
征信知识、增强征信意识、理性消
费，避免不合理消费导致资金链
断裂从而影响个人征信。

征信到底“征”的是什么？
“征信”是指专业化的、独立

的第三方机构为个人建立的信用
档案，依法采集、客观记录信用信
息，并依法对外提供信用报告的
一种活动。

征信信息主要包括：
1.“您是谁”？
也就是您的基本信息，包括

您的身份、姓名、家庭关系、家庭
住址、联系方式等。

2.“您借了多少钱”？
也就是您的整体负债情况，

包括您在哪家银行贷了多少款，
办了几张信用卡、每张卡的信用
额度是多少等。

3.“您按约还款了吗”？
就是您在什么时候还了什么

钱，是不是按合同的规定按时、足
额地还了款，包括各类贷款，还包
括信用卡、电信等先消费后付款
的各种公用事业费用等。

4.“您遵纪守法了吗”？
就是您是否遵守了与经济活

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法院民
事经济案件的判决信息、已公告
的欠税信息等。

征信负面信息可以清除吗？
负面信息是指消费者在过去

的信用交易中未能按时、足额偿
还贷款，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各种
费用的信息，即违约信息。

如果个人有不良征信记录，会
影响银行贷款，包括车贷、房贷、信
用卡申请等，情况严重的会被拒
贷。如果被法院加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库，将成为一名“老赖”。

信用记录仅部分信用记录与
事实不符、存在错误的情况下，可
按照规定程序向当地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或报送信用记录的金融机
构提出异议申请，经过核查属实
后，可以依法进行修正。

同时，负面记录从逾期还清
之日开始计算，保存期限为五
年。超过保留期限，负面信息就
将在个人信用报告中自然删除。

划重点！凡是声称收费就可
以修改不良信用记录的铁定是诈
骗无疑！

广发信用卡提醒持卡人：在使
用信用卡时应量入为出，考虑个人
偿还能力，避免冲动消费；产生信
用消费后，持卡人应记牢还款日
期，按时足月规范还款，认真履约；
谨慎对待担保，减少因对方不良信
用导致个人征信受损。（刘琪）

“收费改征信”都是骗子！
广发信用卡提醒，只有这几种情况可以改

江门中石化：

质量管理做实做细 守牢质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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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用柚子做的美味，就不
得不提客家名菜——柚子酿。
每当柚子丰收的季节，客家地区
的不少家庭都会制作这道菜。
用柚子皮制作酿菜可以很好地
降燥祛火。首先将柚皮切成三
角形状，去除柚子的黄皮，剩下
的白瓤，水中煮软捞起，拧干
水。最后塞入你喜欢的馅料，上
锅蒸熟后淋上酱汁就能食用。

笔者祖籍也是客家人，自己
家最常做的就是辣椒炒柚子皮，
它比柚子酿的做法更方便、更快
捷。清香微苦的柚子皮和小米辣
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道风味
独特的下饭菜。据说这也是江西
部分地区的传统做法，柚子皮留
下白色的囊，先用盐搓、再热水
泡，就能清除柚子皮的苦涩味。
锅中加入姜末、蒜片、豆豉、小米
辣炒香倒入柚子囊翻炒均匀，甘
香清爽的辣炒柚子皮就能出锅。

有时候我们开一只柚子，不
能及时吃完，剩下的柚肉就会迅
速风干。为了可以物尽其用，我

们可以将柚子肉做成沙拉。用
柠檬汁、小米辣、鱼露、砂糖、盐，
调一个别具风味的沙拉汁，加入
蔬菜、虾仁就可以变成柚子虾沙
拉。酸辣鲜甜搭配上柚子肉的
清香，一口让你元气满满。

柚子的吃法千千万万，永远
都绕不开的就是杨枝甘露。这道
清爽甘甜的港式甜品，早已成为
许多人的心头至爱。其实这道甜
品并不复杂，在家也能轻松完
成。先准备糖水，随后焖煮西米，
最后准备好柚子颗粒，杨枝甘露
的准备过程就算完成。最后来组
装，西米浇上芒果汁，淋上一圈椰
浆，再拿一点水果做装饰，清甜爽
口的家常杨枝甘露就做好啦。

除了成品菜，用柚子制作成
调料也是花式吃柚子的方式之
一。喜好甜的朋友可以考虑将
其做成柚子酱。将柚子黄皮切
成细丝，煮沸后捞出。锅中，加
入清水、冰糖、柚子皮和新鲜果
肉，中火慢煮，最后加入蜂蜜拌
匀就能装瓶啦。用柚子酱可以

抹 面 包 也 可
以泡茶，维生素 C
含量极高，清香酸甜。

做成柚皮糖也十分有
意思。因为柚子的白皮也是做
柚皮糖的好材料，柚皮糖口感糯
叽叽的，吃起来没有白皮的苦
味，保留了柚子的清香，还有润
喉止咳、清火理气的功效。具体
做法就是将柚子囊切块、焯水、
挤干水分。倒入柚子瓤，小火翻
炒，等到柚子瓤外部裹满糖霜，
就可以出锅。

最后我们还可以将柚子做
成柚子盐。因为柚子天生就有
一种独特的香气，有许多人会将
剥下的柚子皮直接放在房间里
闻香味儿，只要将柚子皮做成柚
子盐，这种“香味”就能吃进肚子
里啦。我们只要把柚子皮去除
白囊，切成小块，送进烤箱去除
水分。将烤干的柚子皮捣成碎
片，最后加入食盐充分混合均
匀，柚子盐就完成了，搭配炸虾、
炸鸡、牛排风味一绝。

花式烹调柚子美味

文/图 梅尔

这几天，身在珠海、中

山、江门的朋友明显感觉到

天气的凉意。秋季昼夜温差

加大，天气逐渐干燥。这样

的季节呼吸道、肠胃疾病多

发，一不小心就会上火。想

要秋季润燥养肺，多吃柚子

就对了。

美味又多汁的柚子，是

入秋后降燥养胃补气血的绝

佳食材。中国柚按品种可分

为沙田柚、文旦柚和杂种柚，

从时间又分早熟柚（9 月中

旬至 10 月中旬成熟）、中熟

柚（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成

熟），吃上一整个秋天不成问

题。当然，柚子除了当水果

进食，取其果肉和果皮做成

的美食，也是具有独特风味

且让人垂涎三尺的。

挑选的“五字法则”

柚柚
子子

柚子虾沙拉

红心柚

杨枝甘露

柚子酿

白心柚

启动仪式现场 受访者供图

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瑜报道：近
日，“2021年珠海市民营及中小企
业培训班——市内专题培训班信息
化融合（5G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新模
式专题）培训专场”在珠海举办。

据悉，珠海市民营及中小企
业培训班重点围绕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的数字化赋能、工业互联
网、品牌建设、质量管理、工业化
和信息化融合、数字经济和数字
化转型等具体内容，对企业经营
管理者开展培训，为中小企业创
新提升与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中国电信研究院行业应用研
究所研究员闻磊作“5G技术创新融
合发展新模式及落地场景”主题分
享，围绕5G技术的发展历程和企业
在5G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应用创
新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剖析。西门子
数字化专家彭磊亦做了主题分享。

会上，华发产业园招商副总
监刘雪梅就华发产业园的概况及
为入驻企业提供的全生命周期综
合性创新型服务进行了介绍。参
会企业参观了鲲鹏展厅，了解珠
海鲲鹏生态创新中心的概况和应
用现状，随后参观了市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教育培训基地深刻意识
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提
高了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主办方称，希望通过本次培
训为企业提高应用 5G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信心和能力，把握好
5G技术发展的历史机遇，进一步
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绿色化水平。据悉，本次活
动由珠海市委网信办、珠海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指导，珠海市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主办，珠海市工业
互联网协会承办。

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瑜报
道：10 月 18 日，横琴口岸广场
营销展示中心开放。据介绍，
位于琴澳交汇点的横琴口岸，
不仅是连接双城的交通枢纽，
更将打造为集商务办公、酒店
公寓、休闲购物为一体的城市
综合体，成为琴澳融合趋势下
合作区重要的城市地标。

开放仪式上，大横琴集团党
委书记田伟提到，横琴口岸广场
是横琴口岸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超级工程”中的“黄金点位”，也
是粤港澳大湾区“超级通道”上
的“近水楼台”。大横琴集团将
以超前的设计理念、优质的建筑
品质、优秀的物业管理、完善的
配套设施，竖起粤澳深度合作区
历久弥新的品质和品牌。羊城

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世界新
古典主义建筑鼻祖、前耶鲁大学
建筑学院院长罗伯特·斯特恩，
将为横琴口岸广场建筑物外立
面进行设计，围绕粤澳两地特
色，打造地标典范。

横琴口岸及综合交通枢纽
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
通”和规则对接“软联通”的标志
性项目，对于珠澳乃至粤澳深度
合作有着里程碑式意义。横琴
口岸每日可接纳通关人员22万
人次、车辆7000辆次，设计年通
关量可达8000万人次，是国内
最先进智能便捷的现代化口岸
之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
创新通关模式进一步丰富了“一
国两制”的内涵，通关旅客只需
排一次队就可完成出入境手续，

通关时间最快仅需30秒，更实
现了24小时全天候通关，通行
琴澳不受时间限制。

据悉，作为横琴的“城市运
营商+产业发展商”，大横琴集团
全力支持配合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截至目前，大横琴集
团累计承担横琴建设项目约426
个，总投资超2100亿元。集团
总资产超过1000亿元，资产规
模在珠海市属国企中排名第
二。形成了城市开发运营及相
关服务业、实体产业投资和运营
管理两大主营业务，打造城市运
营、投资建设、智慧城市三大板
块；全力构建科技板块上市平
台、公募Resits资产上市平台、
财富管理平台、境内外债券一体
化融资平台等四大平台。

为企业发展赋能
珠海举办专场培训

世界新古典主义建筑鼻祖将“操刀”横琴口岸广场建筑物外立面

围绕两地特色 打造地标典范

大横琴 Super
Star“超级星”园区
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