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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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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粤新意此次推出的新品包括

荔枝米酒桂花味与冻鸳鸯奶茶味的两款

飞鱼施皮,以及三款醒狮棒系列,包括炼奶

流心炭烧酸奶味、 太妃味奶酱流心海盐

味、炼奶芒果菠萝味。 吉安龙指出，如今

“国潮”正当道，年轻消费者对于国货的喜

爱度提升，雀巢粤新意也在探索将传统文

化融入到产品的创意设计当中。例如醒狮

棒系列源于广府历代相传的醒狮艺术；升

级飞鱼脆皮则来源于“贵妃醉美荔”的传

统故事。

“可以看到， 雀巢并不是第一家把粤

式文化带到全国的品牌， 比如说以前月

饼、饮料行业，他们成功的案例给了我们

很多的信心，让我们知道粤式文化是能够

让全国消费者都为之喜爱而心向往之

的。 ”吉安龙表示，在雀巢中国业务版图

中，粤式冰淇淋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对雀

巢而言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关键品类。

据悉，未来雀巢将开设冰淇淋业务独

立旗舰店，并且粤新意品牌将与盒马鲜生

展开合作，借此帮助这一新品牌进入全国

市场，还会与全国知名的餐厅合作，拓展

新消费场景，同时拓展线上渠道。

“对于电商来说， 冰淇淋带给大家的

体验，跟现在户外消费会有所不同。 它能

够更多地覆盖更广阔的产品线，包括像甜

品一样来提供非常愉悦的享受，它能够服

务消费者在家享用，可以存货更多，让消

费者吃很多不同的品类， 以及十分方便，

是一种新的消费场景和新的消费体验。 ”

吉安龙表示，当下冰淇淋的消费场景已经

从集中于户外消费慢慢转变到了在家里

面、在室内也会进行消费。

值得关注的是，新品牌粤新意与五羊

牌雪糕在目标群体的定位上做了区分，该

品牌瞄准的是新生代消费者的需求，同时

围绕这一消费群体进行品牌运营。吉安龙

指出， 为了迎合新生代消费升级需求，雀

巢会通过多种多样的品牌组合、配合不同

的价格区间带给消费者多种体验。

“新生代消费者非常多变， 勇于拥抱

创新，但是对产品没有那么忠诚。 因而雀

巢将会继续加大产品本身的创新力度。”吉

安龙透露， 关于粤新意的很多计划已经在

一步步实现当中，不管是口味还是包装，都

会深深地跟粤式甜品文化联系在一起。

雀巢方面还表示，中国于雀巢冰淇淋

而言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要市场，同时

中国的冰淇淋市场空间巨大，当前的冰淇

淋市场呈现多元化、 高端化的发展趋势，

消费需求的转变使得产品必须从口味、包

装、运营模式等多方面创新。 中国饮食行

业协会调查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冰淇

淋市场规模仅有 708 亿元，2019 年则迅速

增至近 1380 亿元， 稳居全球第一； 预计

2021 年有望超过 1600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食品饮料行业日

趋健康化的趋势，雀巢方面表示，包括产

品减糖、零糖、使用健康原料，以及创造更

多健康品牌等， 雀巢冰淇淋都会纳入考

虑。 以近年来十分热门的植物基为例，雀

巢方面认为植物基符合可持续、环保的趋

势， 可以为产品赋予更加健康的元素，因

此会积极探索植物基在产品中的应用，为

减少碳排放做出贡献。

满足新生代消费需求，雀巢子品牌粤新意冰淇淋深挖粤式文化

5 月 13 日，雀巢全新子品牌粤新意冰淇淋首度亮相广州，在其艺术互动展的揭幕仪式上,雀巢(中国)高级

副总裁吉安龙宣布将持续通过生产、研发与品牌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加快粤新意的市场拓展,同时介绍雀巢

粤新意将以“悦是有新意”为主题开启新一年度的夏季营销。

▲粤新意品牌首次线下亮相，呈现艺术互

动展“新意奇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文秀）

昨日，

全国首辆多功能、 移动式文明实践站和

党史学习讲堂———学习实践大篷车开进

增城小楼镇。据悉，这是学习实践大篷车

首次开进广州乡村地区。 本次活动由中

共广州市委组织部、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

部、广州市文明办主办，广州日报社、中

共增城区委宣传部、增城区文明办、小楼

镇党委、小楼镇人民政府承办。

当天下午，在大篷车上，红色故事宣

讲会、红色经典演唱、党史知识普及大擂

台、 红色诗歌朗诵、 小楼镇抗疫微电影

《大国·小家》播放、重温入党誓词、红色

影片《建党伟业》展演等精彩环节轮番上

演， 为党员干部群众带来了一场别具一

格的红色文化大餐， 营造了共庆百年华

诞、共创历史伟业的浓厚氛围。 在台下，

“双微行动区”、“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

活动集市等服务专区人头攒动， 吸引了

不少街坊前来了解和参与。

记者看到， 在大篷车内的移动智慧

广州党建文化体验展上， 一位党员站在

智慧党建 AR 互动系统前， 聚精会神看

着屏幕上的题目，开始党史冲关。在该系

统上，还有入党宣誓、党史竞答、平语暖

人、红色记忆等互动栏目。 此外，大篷车

上的党史历程长廊和学习书吧一角也吸

引了不少党员驻足。

本次活动聚焦为群众办实事， 特别

设置“双微”行动认领环节。 增城区委宣

传部党支部认领小楼镇东境村池塘安全

防护栏安装项目， 相关负责人现场承接

《民生“微项目”认领书》。据悉，为积极践

行“民有所呼，党有所应”，增城区 4 月

25 日启动“双微”行动，发动全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 精准帮助群众解决涉

及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

学习实践大篷车带来的沉浸式、体

验式、互动式党史学习体验，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更加入脑入心。据介绍，学习实践

大篷车是广州围绕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

基层， 结合文明实践活动度身定制的主

题专车。群众在哪里，这辆大篷车就开往

哪里，旨在让党史学习真正“动”起来，

“活”起来，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党史学习

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如今，学习实践大篷

车已成为广州一道移动的红色风景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近日， 农行广州东城支行辖属沙

河顶支行接待了一位“特殊”客

户，由于客户年事已高，且具有听

力障碍和较重的口音， 客户到达

网点的时间正值客流高峰期，大

堂经理无法为其提供一对一服

务。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农行沙

河顶支行启动网点特殊人群一站

式服务紧急预案， 安排柜面经理

到营业大厅为其提供专属服务。

由于客户的特殊性， 柜面经

理全程通过书面文字材料与客户

进行沟通交流， 完成业务信息搜

集、 客户尽职调查等前期准备工

作， 随后开通专窗为其完成了业

务办理， 老人满意的笑容中流露

出对农行深深的信任、 感激和认

可。

据了解， 农行广州东城支行

从人民群众反映迫切的金融需求

出发，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全面推进“服务升

温工程”，辖内18个营业网点纷纷

行动起来，打造有温度、人性化的

客户体验， 持续推动网点服务质

量提升。

此外， 农行广州东城支行还

积极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提供上

门服务；走进学校、社区开展金融

知识宣传，提升群众反洗钱、防范

电信诈骗意识。

据悉， 下阶段农行广州东城

支行将继续引导全体员工用热情

和耐心去服务客户， 努力把好事

办实，把实事办好。

学习实践大篷车开进增城小楼镇

首次开进广州乡村地区，为当地党员群众带来一场红色文化大餐

海珠区总工会清查补发职工学历教育补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曹婧云 实习记

者 李雅君 通讯员 梁敏仪）

为鼓励一线

职工参加在职学历教育， 通过学习圆求

学梦、职业梦、发展梦，近年来广州市总

工会积极推进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对参

加大专、 本科学历教育学习的在职职工

进行预登记， 在其取得毕业证书后通过

申请即可发放学习补助。近日，海珠区总

工会积极响应政策， 开展“职工提素圆

梦”等相关主题活动。

张女士原本是老百姓大药房的职

工，2016年，她通过工作单位得知海珠区

总工会的教育补助政策， 便向有关部门

进行申报。根据个人情况，张女士本应在

2017年就拿到2300元的补贴款， 但当周

围人的补助款都拿到手后， 她的补助却

迟迟没有动静。 出于对海珠区总工会的

信任， 张女士致电有关部门反映相关问

题。 海珠区总工会在收到反映后立即行

动，在确定张女士属于“应发未发”的范

围后， 立刻按照规定标准发放属于她的

教育补贴。

为让服务更贴心， 海珠区总工会还

对2016年的400余名申报人员进行梳理

审核， 主动电话回访， 对属于“应发未

发” 范围的职工补发学历补助， 做到

“一事一审， 一人一档”， 真正保障有关

人员的切身利益， 做到想群众所想， 急

群众所急， 为群众办实事， 替群众解忧

愁。

农行全面推进

“服务升温工程”

党 员 群 众

在学习实践大

篷车上学习党

史知识。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