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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黃金期價

每盎司1728.8美元

unMEAT百分百的植物肉
這是最新的肉類替代品，外觀、味道和

價格都像真肉一樣。

人們普遍認為，吃得健康就意味著要犧

牲口福。

不了。現在，菲律濱最大的食品公司之

一世紀太平洋食品公司（CNPF）推出了其最

新品牌：unMEAT，一種100%植物肉，用簡

單的配料製成的美味。

CNPF的高級管理人員Nikki Dizon說：

「人們對植物性食品最大的擔憂之一是，它

們不像真正的肉類那麼美味或口感愉悅。但

我們的營養科學團隊把這當成了一個挑戰，

通過發明一種看起來、摸起來和嘗起來都像

肉的肉類替代品來完全實現這一目標。此

外，他們用簡單的配料製作unMEAT，並從真

正的食物中提取營養成分，而不是合成化合

物，所以，它更健康，更實惠。」

unMEAT的推出是受消費者日益增長的

需求推動的，他們希望在飲食中加入更健康

的食品選擇，特別是考慮到目前的疫情。這

一點從社交媒體上的飲食趨勢變化中就可以

看出來。過去，世界各地的美食家們一直在

討論什麼是最好的漢堡，而現在的社交媒體

上充斥著關於植物性漢堡的外觀、味道、氣

味，甚至像真肉地一樣流血的討論。

有了unMEAT，味道永遠不會妥協！它

和普通的肉餅一樣美味，有著相似的口感，

對於那些計劃轉向更健康、更可持續的飲食

的人來說，它是最好的肉類替代品。

更好的是，unMEAT富含簡單但營養豐

富的成分。它是纖維和蛋白質的良好來源。

它也不含膽固醇、反式脂肪、雞蛋和奶製

品。

米其林星級大廚Sau del Rosario是第一

批嘗試unMEAT的人之一，他在發布會上描

述說：「它的味道就像從烤箱裡拿出來的一

樣。它很好吃，很乾淨，而且很美味。我會

把它寫進我的菜單！」

有4種口味：雞塊、匈牙利香腸、肉末和

漢堡肉餅。CNPF的目標是讓產品價格接近真

肉產品的價格，以實現其提供負擔得起的營

養的目標。

在 菲 律 濱 ， u n M E A T 最 早 出 現 在

Shakey’s Pizza的最新產品Goood Burger中。

幾週後，它就吸引了一小群狂熱的追隨者，

使Shakey’s Pizza連鎖店成為嘗試進軍漢堡市

場的領頭羊。

如今，隨著植物性食品熱繼續席捲全

球，世紀太平洋食品公司（Century Pacific 

food Inc.）讓消費者方便地獲得健康、美味的

100%植物性食品選擇，因為unMEAT現在可

以通過網上購物平台購買得到，全國各地也

越來越多的超市和專賣店出售unMEAT。

繼unMEAT通過Shakey的Goood Burger成

功推出之後，CNFP還將與菲國的更多餐廳合

作。此外，該公司的全球品牌團隊已經開始

向遍及80個國家的客戶提供產品，如美國、

新加坡、中國和中東，讓世界許多地區的

消費者方便地獲得美味、健康和負擔得起的

100%植物性肉類替代品。

Dizon補充：「這是我們產品組合的最新

補充，進一步加強了我們公司的使命，為所

有人提供負擔得起的營養。 UnMEAT既便宜

又美味！」

現 在 ， 你 可 以 在 享 受 1 0 0 % 植 物 肉

（unMEAT）的同時保持健康。

欲了解更多，請關注臉書（facebook.

com/UnMeatPH）和Instagram （https://www.

instagram.com/unMeat.ph/）。

央行預計今年2月通脹率為4.7％
本報訊：預計2021年2月的通貨膨脹率將

進一步上升4.3％至5.1％。

央行行長本杰明·迪奧克諾表示通脹數據

以4.7％為基點。

2 月 份 的 通 貨 膨 脹 數 字 高 于 1 月 份 的

4.2％。

迪奧克諾週五告訴記者，本月價格上

漲的上行風險來自全球原油價格和魚價的上

漲。

他說，這些因素被國家首都地區肉類產

品暫時的價格上限，穩定的大米價格以及岷

里拉電力公司（Meralco）所服務地區的較低

電價所抵消。

迪奧克諾補充說：「展望未來，央行隨

時準備採取必要的政策行動，以確保履行其

價格穩定的主要任務，這有利于平衡和可持

續的經濟增長。」

貨幣當局預測，由于非洲豬瘟造成的肉

類產品供應短缺，國內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將

持續到今年第二至第三季度。

黑龍江省開行今年
首趟備春耕專列

新華社哈爾濱2月27日電 2月27日

15時許，黑龍江省今年首趟備春耕專

列——K5113次列車從綏化站出發，開往

撫遠站。綏化市500餘名務工人員搭乘此

趟專列前往三江平原進行備春耕生產。

黑龍江省三江平原地區是我國重要

的糧食主產區，由于當地勞動力不足，

每年春季，綏化地區的務工人員都會趕

赴三江平原進行育苗、農機具維修等工

作。

為做好運輸工作，鐵路部門加大站

車通風頻次，加強候車室、售票廳、衛

生間等區域的消毒和保潔工作，並開通

專用進站通道。

中國鐵路哈爾濱局集團有限公司已

連續22年為跨區域務工人員開行備春耕

和插秧專列，累計開行超過130列，發送

務工人員逾100萬人次。

今年，中國鐵路哈爾濱局集團有限

公司還加強了重要農產品的運輸工作，

今年以來，共發運化肥等農用物資72.8萬

噸，發運糧食244.2萬噸。

廣州拉開
牛年會展序幕

新華社廣州2月27日電 春節剛過，

廣州各會展場館及相關企業就忙活了起

來。27日，廣州保利世貿博覽館、廣州

國際採購中心各自迎來春節後的首展，

這也拉開了廣州會展業牛年的序幕。

27日舉行的迪培思廣州國際廣告展

此前已舉辦了23屆，今年整體恢復到了

疫情前的水平。主辦方介紹，本屆展會

面積較去年增長1.7倍，約750家國內外企

業參展。

廣州市商務局會展促進處處長羅政

介紹，3月進入傳統購銷旺季，廣州主

要展覽館的檔期基本排滿，展館集中的

琶洲地區將密集舉辦30場展會，涉及工

業裝備、美容美妝、家居建築等眾多領

域。

「廣州會展業市場逐漸適應了疫

情常態化防控形勢，在防控措施科學有

力、行業復甦步伐加快、多項貿易協議

簽署、國內消費回暖等各項利好驅動

下，企業的辦展熱情與信心較疫情前更

為高漲。」羅政說。受疫情影響，廣州

會展業2020年曾按下「暫停鍵」，下半

年恢復線下展會後，其展覽場次、展覽

面積比2019年下半年分別增長41.7%、

21.9%，全年重點場館合計舉辦展覽575

場次，展覽面積471萬平方米，接待參展

參觀人員525萬人次。

民航局：
進一步擴大無人機
物流配送試點範圍

新華社北京2月27日電 民航局局長

馮正霖近日在通用航空工作領導小組第

六次全體會議上表示，要發揮通航產業

融合功能，特別是加快無人機規章標準

制定，進一步擴大無人機物流配送試點

範圍，服務鄉村振興戰略。

「『十三五』期間，傳統通航穩中

有進，新興業態快速發展。」據馮正霖

介紹，截至2020年底，全國傳統通航企

業增加到523家，機隊規模達到2844架；

實名登記無人機52.36萬架，年飛行量達

到159.4萬小時；全國累計開通低空旅遊

航線百餘條，涉及5A級景點50餘個，參

與空中遊覽和跳傘服務的遊客分別達到

75.6萬人和13.2萬人。

針對今年重點工作，馮正霖說，要

科學務實編製發展規劃，釐清發展與安

全、政府和市場等各種關係；全面構建

通航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以戰略性新

興產業為導向，既要有基礎指標，也要

有特徵指標；持續提升通航監管效能，

推進通航法治化建設，優化通航職能和

機構設置，處理好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

的關係；持續深化通航領域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發揮通航運輸網絡功能，針對

小型飛機運行特點和市場實際需求，建

立既確保安全，又區別于大型公共運輸

的差異化審定、運營和監管規則，為幹

線、支線和通航短途運輸航線發展創造

空間等。

 專家：2021年中國消費重回兩位數增長可期
中新社北京2月26日電　東北財經大學流

通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商務部駐上海原

特派員張國慶26日表示，今年中國春節消費

數據十分可觀，為消費恢復打下良好基礎，

2021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重回兩位數

增長可期。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中國消

費出現歷史罕見的下滑，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統計，2020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

年下降3.9%。在當天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召開的第137期「經濟每月談」上，張國慶對

中國消費當前形勢及未來趨勢進行分析。

張國慶表示，一年之計在于春，今年中

國春節黃金周的消費呈現出一個良好開局。

據中國商務部監測，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國

重點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約8210億元

（人民幣，下同），比去年春節黃金周增長

28.7%，比2019年春節黃金周增長4.9%。

張國慶表示，餐飲消費和服務消費一改

萎靡不振的狀態，春節期間，大型支付機構

監測餐飲商戶銷售額同比增長約1.3倍，部

分外賣平台線上餐飲消費額增長2倍以上。

酒店、民宿客流量比去年明顯增大，北京延

慶、密雲、懷柔等郊區住宿消費額同比增長

3倍以上。春節檔全國電影票房收入突破75億

元，創下歷史同期最高紀錄，也刷新了全球

單一市場單日票房、全球單一市場週末票房

等多項世界紀錄，今年開年僅一個半月，電

影票房即突破100億元，接近去年全年的一

半。

「春節消費為全年消費恢復打下了良

好基礎，展望後期，消費需求仍有諸多潛

力。」張國慶表示，隨著中國疫情得到控

制，生產經濟快速恢復，消費也將在不斷調

試中實現恢復。從消費變化看，追求生活質

量已成為中國消費主流，珠寶首飾、保健品

禮盒、數碼產品等高品質消費日漸火熱，年

輕一代消費蓬勃興起，日漸成為推動消費的

主要力量，中國農村地區有5.7億人口，隨著

農業農村工作的深入，農村消費也將釋放出

相當潛力。張國慶表示，中國正構建以擴大

內需為戰略基點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將為促進消費做出諸多努力。今年中國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重回兩位數增長，即重回

10%以上的增長，是可以預期的。    

中國—東盟自貿協議全面實施10年 
深圳關區數千億元進出口貨物享惠

中新社深圳2月26日電　據深圳海關26

日提供的統計數據，自2010年1月1日中國—

東盟自貿協議全面實施以來，深圳關區共計

4755.4億元（人民幣，下同）進出口貨物享

惠，為進出口企業減免關稅近300億元。

深圳海關關稅處負責人表示，中國—東

盟自貿協定經歷了一系列發展和變革。2015

年中國與東盟結束自貿區升級談判並簽署升

級《議定書》，對原有協定內容進行豐富、

完善、補充和提升，為雙方經濟發展提供新

的助力。

2017年隨著全國海關通關一體化改革

的推進，約95%的新增原產地證書申領企業

獲益。2019年、2020年，中國—新加坡、中

國—印度尼西亞原產地電子信息交換系統先

後上線運行，實現了與新加坡、印尼等國東

盟原產地證書和流動證明電子數據的實時傳

輸，為企業提供高效快捷的通關服務，進一

步提高便利化水平。

「過去在申領原產地證書的時候，需要

到現場做專門的原產地企業備案，而現在企

業備案可以在完成對外經營者備案的同時獲

得。」深圳市博信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關務

林昊經理見證了海關原產地業務的「進化」

之路。

中國海關信息化建設也為原產地業務改

革插上科技的翅膀，實現數據集中交換、規

則自動審核、證書自助打印。2020年海關推

廣的簽證智能化審核，更是實現中國—東盟

原產地證書「秒簽」。

2020年深圳市華星光電半導體顯示技術

有限公司為出口產品申請出口原產地證書共

計540份，減免關稅4217萬元。根據中國—

東盟自貿區關稅減讓清單，這家企業出口越

南的液晶顯示板可享受3%的關稅減讓。公

司關務高經理表示，原產地證書是降低企業

進口成本的「黃金紙」，該公司較去年同期

申請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原產地證書數量增加

212%，涉及貨值增加69%。

美眾議院通過1.9萬億美元經濟救助計劃
新華社華盛頓2月27日電 美國國會眾議

院27日凌晨投票通過1.9萬億美元經濟救助計

劃，以應對新冠疫情對經濟的衝擊。

當天，眾議院以219票贊成、212票反對

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該計劃，沒有共和黨議員

投贊成票，但有兩名民主黨人投反對票。此

後，該計劃將交由參議院審議。

經濟救助計劃主要內容包括：將每週失

業救濟額外福利提高至400美元，擴大失業救

濟範圍並將適用時間延長至8月29日；為新冠

疫苗接種計劃注資200億美元；提供500億美

元用于新冠病毒檢測和感染者追蹤；為州和

地方政府注入3500億美元；為學校重新開放

提供1700億美元等。

此外，根據眾議院民主黨人的主張，經

濟救助計劃提出將法定聯邦最低工資從每小

時7.25美元提高至15美元，但這一提議遭到

共和黨議員和個別民主黨議員反對。參議院

此前認定，提高最低工資不符合特別預算規

則。因此，參議院審議救助計劃時預計將剔

除相關內容。

參議院預計將在下周對經濟救助計劃進

行討論和投票。經參議院修改後的版本將重

新送回眾議院進行投票，通過後交由總統拜

登簽署。

美國此前為應對疫情推出的緊急失業救

濟計劃將在3月14日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