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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士现场演示燃气中

毒急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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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来自

新疆最偏远乡村的苹果枣，产自黑龙江

伊春林场的红松球，种于广西南宁的夏

威夷果……快来琶洲免费品尝这些奇

珍异果吧。 昨日，为期三天的第二届中

国新疆特色林果产品博览会在广州广

交会展馆正式开展， 来自新疆巴州、阿

克苏、 和田等全疆各地州的 15 个代表

团、近 200 多家企业，其他近 20 个省市

自治区的参展商携带各具特色的林果

产品一同参展。

据了解，本届展会是由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展会筹委会

以最严格的要求把关参展团和企业展

品，最终保证将新疆最优质、最健康的

产品带到展会。

沙漠“鲜食枣之最”专供品尝

咔嘣脆的阿克苏苹果，一口爆汁的

库尔勒香梨， 红润香甜的若羌红枣，颗

颗饱满的和田核桃，葡萄酒、沙棘果汁、

枸杞奶茶……当这些颇具新疆特色的

林果产品放在你面前时你第一个想到

的是什么？ 吃？ 那就赶快来广交会展馆

C 区 16.2 馆吧，这些产品不仅可以免费

品尝，而且可以让你一次吃个够。

昨日上午，C 区 16.2 馆提前对非专

业观众开放，参展商们非常热情，一边

招呼来往的采购商和市民随意参观，一

边往大伙手里塞梨、枣和苹果等各种美

食。“我们这个枣有一个缺点就是太

甜。 ”和田漠兰庄园果业有限公司大区

经理王亘一边跟观众开着玩笑一边“推

广”。 据介绍， 新疆最好吃的红枣为骏

枣、灰枣、皮皮枣和滩枣。 其中，骏枣以

和田的最好。 王亘说，新疆的水果的确

别具一格，但同类产品如果能认准产地

则能吃到更好的。 在品尝之后不是观众

提出了购买的要求， 但王亘拒绝了，因

为他这次来的目的不是推销产品，而是

寻找代理商，“带的数量有限，卖给你们

了后来的观众就没的尝了。 ”

和田雅美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渠瑞超也是一样，所带的水果只

供免费品尝坚决不卖。 苹果枣最受欢

迎，由于可以敞开免费试吃，因而吸引

了众多观众。“由于外形像极苹果所以

叫苹果枣。 ”面对好奇的观众，渠瑞超不

厌其烦地解释说，苹果枣其实是枣树跟

枣树嫁接出来的，甜度可以达到 36 度，

是水果界最甜的水果，有沙漠“鲜食枣

之最”的美誉。

夏威夷果可以自己剥自己吃

除新疆的名优特林果及农副产品

外， 还有其他近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特

色林农产品一同参展。

来自广东的十几个企业也组团参

展。 来自清远的广东林中宝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现场教观众泡灵芝茶的方

法和知识；流溪河森林公园这次携带茶

叶、蜂蜜等产品来参展；东莞一公司则

用沉香木制作音箱播放音乐吸引观众。

众所周知，夏威夷果好吃难开。 为

此，来自广西南宁的龙州韬盛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不仅带来了夏威夷果参

展，还带来自制的“神器”：只要将夏威

夷果放进螺帽里，然后旋转螺钉，稍一

用力，夏威夷果“啪”的一声就裂开了。

如果你不嫌麻烦，你可以一边开剥一边

吃；如果不怕胖，你可以敞开吃。

来自黑龙江伊春市的伊春华源菌

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参展商一边推广产

品一边介绍不同蘑菇的不同食用方法：

凉拌要用黑木耳， 炖汤要用冬霜耳，炒

菜吃则要夏木耳。

除了好吃的， 这届展会还有喀什、

和田、巴州、阿克苏等新疆林果主产区

各具特色的专场推介会。 心动了吗？ 那

就好好记下开展时间吧：11 月 9 日，9:

00~17:00；11 月 10 日，9:00~15:00。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家福 通讯员

成广聚 ）

11月8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

冬，天气开始逐渐转凉，为深入普及“科

学用气”知识，预防用气不当导致的燃气

安全事故，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正式

启动“燃气安全 情系万家”全市2019秋

冬季燃气安全系列宣传活动。当日上午，

首场活动在黄埔区黄埔街道街心公园拉

开序幕。 现场吸引500余位市民观看学

习。据悉，该系列活动接下来还将在其他

区陆续开展。

本次活动通过电子显示屏、展板、宣

传册向广大民众展示燃气安全使用知

识， 燃气安全技术工程师现场指导居民

掌握正确用气的操作技巧， 医院专家讲

解一氧化碳中毒预防和自救处置知识，

并解答观众的问题。 据介绍，近年来，燃

气用户因使用不当造成的燃气爆燃、一

氧化碳中毒事故层出不穷。 特别到了秋

冬季节，更是燃气安全事故高发期。用户

使用不当造成的事故占所有燃气事故的

95%以上， 需要长期开展用气安全宣传，

切实提高市民群众安全用气知识以及处

理事故、开展基本急救水平。

据新华社电

11月8日， 云南省玉

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公开开庭，对

孙小果等13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当庭宣告一审判

决，以被告人孙小果犯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

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妨害作

证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

查明， 以被告人孙小果为组织者、 领

导者， 顾宏斌、 曹靖、 栾皓程、 杨朝

光为积极参加者， 冯俊逸、 赵捷、 王

子谦等人为其他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

组织， 先后实施了开设赌场、 寻衅滋

事、 非法拘禁、 故意伤害、 聚众斗

殴、 妨害作证、 行贿等犯罪行为及其

他违法行为。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认罪悔罪

表现，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部分被告人家属、媒体记者

和群众旁听了宣判。

记者获悉， 对于2019年10月14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孙小

果强奸、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寻

衅滋事再审案件， 法院将依法择期宣

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刘丹）

昨日上午， 白云区黄石街陈田城中村

改造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陈田经济联

合社党委书记、社长萧炳均表示，这标

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复建安置区的施

工环节， 对该村村民来说是期盼已久

的大喜事。

陈田村位于白云新城核心区域，

北依黄石北路，南至黄石东路，西连江

夏村与空港大道，东临白云山。 陈田城

中村改造项目采用全面改造模式，以

整体拆除重建为主实施改造， 采取村

集体经济组织自主改造协议出让的模

式进行分期改造建设。 今年3月，通过

公开招标的形式， 富力地产以总投资

约105亿元拿下陈田村旧改项目。 据

悉， 目前该项目已基本完成了一期改

造范围集体物业总面积46.34万平方米

的拆除。 “一期改造要解决村民们的住

房问题，孩子读书问题，让村民们无后

顾之忧”， 陈田经济联合社党委书记、

社长萧炳均向记者介绍， 该项目一期安

置区的建设工作预计于2022年8月前

完成，将首先满足村民的住房问题，并

配置公办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各一所。

萧炳均介绍， 未来的集体物业将

不再考虑低端汽配汽修产业， 而是转

向建设复合城市综合体， 发展生活性

服务产业、对外服务业与创意产业、电

子商务及相关配套。 记者了解到，一期

回迁房将设有2居室至4居室户型，套

内面积从70多平方米到140平方米不

等。 记者了解到，部分回迁房型将可观

看到白云山美景。“希望房子早日建

好，我们好期待能住进山景房！ ”村民

萧小姐笑道。

第二届中国新疆特色林果产品博览会琶洲开展

奇珍异果等你来免费品尝

全市2019秋冬季燃气安全系列宣传活动在黄埔区启动

专家现场指导市民安全用气

孙小果出狱后涉黑犯罪

一审获刑

25

年

陈田城中村改造项目奠基

一期复建区设有公办学校

市民在展

会现场试吃。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