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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昨日，

广交会出口产品设计奖（CF 奖）终评评

审会议在广交会展馆举办。 13 位来自工

业设计、质量检验、设计教育的专家参与

本次会议， 共同甄选本年度最优质的外

贸出口产品。

疫情带来新的消费需求

今年是 CF 奖创办以来的第 8 年。

数据显示， 本年度活动共有来自 932 家

企业的 1966 件产品参评。 经过 20 位海

外大买家代表，国内外设计专家，商、协

会专家， 检验检测机构专家甄选， 共有

274 家企业的 692 件产品入围终评评

审，共同角逐最高荣耀。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特邀副会长、湖

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何人可表示，

疫情之后， 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更加注重

市内家居环境的改善， 对于居家生活产

品需求更大。“有一类产品以前是从来没

有的或者极少的，就是消杀类产品。 ”何

人可说，这次参评产品中，有很多消毒设

备、个人防护设备等，充分体现出疫情后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也反映到企业产品

设计的变化。

“垃圾箱里加入消毒杀菌功能，我印

象很深刻。 ”终评评委、广州美术学院教

授童慧明也关注到这一现象。在他看来，

受疫情影响， 这种功能产品在中国制造

中会迅速地反馈出来，会有更好的表现。

优化评审流程让 CF奖成色更足

据介绍， 今年的获奖产品需经过三

轮评审才能最终夺冠， 获奖难度也较以

往更为困难。参与终评的多位评委表示，

今年出现在终评现场的产品品质较往年

有很大的提升，人本理念、设计细节、工

艺水平等更为出彩。 按照安排，2020 年

CF 奖的评审结果将在终评结束后对外

进行公示。

记者从大会主办方了解到，2020

年，在广交会网上举办的新背景下，为了

鼓励创新，突出产品的设计价值，大会特

意为 CF 奖优胜者及其产品打上活动

LOGO， 让采购商浏览网页时实现快速

定位、引起关注、促成成交。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宋婧）

昨日， 广州团市委联合岭南集团

及其下属酒店， 在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开

启“粤菜师傅” 交流会岭南集团专场。

本次活动策划了五大主题展位， 展示粤

菜经典菜式， 助力擦亮“食在广州” 的

金字招牌。

名师名店带你领略粤菜之美

本次专场由广州花园酒店、 中国大

酒店、 东方宾馆等 5 家知名酒店参与，

分“中西合璧， 岭味美食” “东方粤

味， 宴乐悠扬” “老广州， 新食尚” 等

五大主题进行展示， 展示的内容包括鱼

籽酱玻璃鸡、 松茸功夫汤、 松针石烧

牛、 东方佛跳墙、 香芒金丝捞手撕鸡、

墨鱼籽芝士芙蓉蒸海虾等经典菜式。

“我们的粤菜大师团队既专注本土

美食的传承， 又探索‘中菜西做’ 的料

理艺术， 以中西合璧之烹饪手法， 凸显

粤菜美味精髓。 本次活动向市民朋友们

展示了粤菜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也让星

级酒店出品的粤菜多了几分烟火气息，

更加贴近市民朋友， 反响很好。” 广州

花园酒店的工作人员介绍。

“活动现场教学制作广府点心、 糖

画、 捏面等， 教小朋友制作虾饺、 形象

捏面、 香蕉糕等。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

义， 互动体验感很强。” 市民黄小姐说。

“粤菜师傅” “广东技工” “南粤

家政” 三项工程广州交流会自 9 月 27

日开始在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启动。

“‘粤菜师傅’ 交流会还要再开展 6 次主

题专场， 分布在 10~11 月的各个周末进

行展示。 为满足市民朋友的观看、 学习

的热情， 接下来还安排了荔湾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技艺展示专场、 新东方烹饪学

校专场、 广州酒家专场等， 相信也是同

样的精彩。” 市青创中心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道。

粤菜师傅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现场还有“毕节美食， 粤味故

事” 主题展， 展示桂花蜜汁毕节咸宁火

方、毕节鱼腥草陈皮炖龙骨等特色菜式，

新鲜食材直接采购于毕节本地， 以五星

级的餐饮出品高水准呈现， 带来耳目一

新的口感。

据了解， 广州团市委联合市人社局

等在网上开展了粤菜师傅“云招聘”3 场

次， 组织 130 多家企业参加招聘， 提供

3288 个岗位， 线上平台共吸引求职达

18025 人次。 携手岭南集团等单位在贵

州毕节打造“粤菜师傅”培训基地和六大

主题实训室，开设 4 个“粤菜师傅”订单

班， 计划每年为当地培养餐饮人才近百

名，助力实现毕业即就业。通过设立粤菜

师傅培训基地， 岭南集团粤菜师傅开班

授课培训超过 1000 人次，旗下酒店引进

当地特色食材近 100 个品种， 推动产业

与职教精准帮扶。

天气：多云，气温21～28℃

2020年广交会出口产品设计奖终评评审会举行，消杀类产品增多

垃圾箱也有消毒杀菌功能

“粤菜师傅”交流会岭南集团专场开启

现场教你做“虾饺干蒸烧卖”

点心师傅展示粤菜制作。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通讯员 宋婧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

讯员 机场宣）

昨日起，白云机场对

所有国内进港航班旅客查验“健康

码”。 至此，所有进出白云机场的旅

客均需 100%“亮码”通行。现场广大

旅客均表示理解和配合，有序通行。

为进一步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白云机场即日起对国内进港航班旅

客查验“健康码”。 这意味着除了原

进入航站楼各入口处须出示健康码

（主要面向出港旅客和工作人员 ）

外， 该项措施进一步覆盖到国内进

港航班。抵达旅客下飞机后，需在两

座航站楼到达大厅出口处出示健康

码，经工作人员查验为“绿码”后方

可通行。若旅客健康码显示“红码”，

需要由机场医护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再做进一步处理。 据悉，白云机

场在到达大厅托运行李提取转盘

处、各个出口处，新增 300 多个“健

康码”

（包括穗康码、 粤康码、 全国

码）

标识标牌，方便旅客提前扫码。

为了解决部分国内进港旅客手

机没有电、或是老年、儿童未佩戴电

话手表的情况， 白云机场在国内到

达出口处设置信息登记表， 由现场

工作人员引导上述旅客进行信息登

记后即可通行离开。

白云机场

昨起国内航班旅客

须出示“健康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朱少勇）

想抽检哪些食品？ 你来点单我

来检！ 为科学回应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

的关切， 进一步宣传食品安全知识，昨

日，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广检集团开

展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 监督抽检活

动。

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9月27日至

10月4日，广州市民通过市市场监管局的

官方微信号参与“广州市食品安全‘你点

我检’抽检调查问卷”投票活动，从肉、

菜、鱼、花生油、矿泉水等30类备选食品

种类中，选出了“最想抽检的10类食品品

种”。 根据市民投票情况，市市场监管局

随机邀请了2户“点单”的市民家庭亲临

现场， 全程参与对得票率最高的10类食

品品种抽样检验活动， 检验结果将依法

按程序面向社会公布。

本次抽检在体育东智慧街市、 永旺

超市天河城店开展。 “抽检需要1.5公

斤的样品，麻烦半切一下……”上午9时

许，在体育东智慧街市，家庭代表受邀刘

女士和小女儿在市场逛了一圈， 确认抽

检一家黄牛肉档口的牛肉，广检集团的3

位工作人员随即告知档口老板， 接受食

品安全抽检的相关事宜。

“本次食品安全抽检， 包括兽药残

留等多个指标。”据广检集团技术部总监

袁洁介绍，每次监督抽检，市市场监管局

会制定有目的性的问题导向的方案和检

验项目， 这次的牛肉品质指标体现牛肉

新鲜度，还要检测一些禁用的兽药残留、

兴奋剂等指标。“如果不合格，下一步会

责令经营者立即下架，控制风险，同时查

清产品流向，及时召回不合格产品。 ”

“‘你点我检’ 活动是广州市对创新

监管模式的一种新尝试， 通过这种社会

共治的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 充分发挥

市场监管的综合优势， 切实回应民生关

切， 实现政府、 企业和市民的互动和沟

通，让市民直接参与到监管过程中，不断

提升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生产经营者的诚

实守信意识， 同时让市民增强食品安全

消费信心。”据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产品质

量安全抽检监测处处长马武雄介绍，下

一步， 将持续加大日常抽检和专项抽检

工作力度， 积极构筑群防群控的食品安

全防线，共同筑好食品安全“防护墙”。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活动

“肉菜鱼花生油……” 你来点单我来测

“你点我检”监督抽检活动昨日分

别在体育东智慧街市、 永旺超市天河

城店开展。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