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今天晚上自助餐厅客人预约量多
一些，要多备一些菜。”广州白天鹅宾馆
餐饮总监伍德林对餐厅的厨师嘱咐道。
在他的手机工作群里，餐厅的预约客人
数量在不断更新。

酒店入住客人数量、餐厅预约量、客
人男女老少比例……白天鹅宾馆的各个
餐厅负责人对这些数据尽在掌握，并以
此来调整备菜数量。

记者注意到，如今，广州不少餐饮企
业引入量化监控、动态调整等精细化管

理，以实际行动拒绝餐饮浪费，打造节约
型、数据型餐饮。

疫情以来，白天鹅宾馆更多地鼓励
消费者采用预约制的方式提前预约。“这
样既避免了客人直接前来可能排队的情
况，餐厅也能提前掌握客人的数量，准备
合适的菜量，减少备菜环节的浪费。”伍
德林说，目前白天鹅宾馆的自助餐厅提
前预约的客人比例已超过90%。

餐厅会根据人数的变化和年龄段的
统计，动态调整合适的菜品数量，更好地
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如果当天小孩子
多一些，我们就会相应增加糕点、冰激凌

等供应。”此外，通过每天统计食材的消
耗量和周期性总结，餐厅定期调整菜品
设计，避免浪费。“比如有些菜品这段时
间剩下的比较多，就会对它们进行调整
或更换。”伍德林说。

“从餐饮行业来说，要杜绝餐饮浪费，
应该做到精细化管理。”广东省餐饮服务
行业协会秘书长程钢说，比如科学设计菜
单结构，精准量化食材搭配分量与比重；
建立“剩菜指数”评估体系，阶段性优化菜
单结构，淘汰剩菜指数较高的菜品；合理
设计、持续优化菜品加工工艺流程，建立
菜品主配料量化标准，尽可能做到各类食

材料尽其用；充分运用历史经营数据，探
索建立、验证销售预测模型，合理安排食
材采购、备菜加工计划等。

“我们的厨师长经常会在餐厅走动，
和顾客交流。如果有些菜客人剩的比较
多，我们就会主动上前询问客人的意见，
比如是因为分量太大还是菜品不合胃
口，以此来进行菜品的调整。”广州陶陶
居雅园分店总经理冯明华说，“生意常做
常有，我们更希望能让顾客吃得刚刚好，
不浪费，这也会让我们很有成就感。”

（新华社广州10月 7日电 记者邓
瑞璇）

精细化管理助力节约型数据型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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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特朗普叫停财政刺激方案谈判
新华社华盛顿10月6日电 （记

者许缘 高攀）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
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已指示白宫谈判
代表停止与国会民主党之间就新一轮
财政刺激方案进行的谈判，直至11月
大选结束。

特朗普当天在推特上发文指责
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
洛西没有谈判诚意。他说，他若当
选美国总统，将在大选后再推财政
刺激法案。对此佩洛西表示，特朗
普选择退出谈判表明“白宫完全处
于混乱之中”。

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表
示，等大选结束再进行财政刺激方案
谈判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拜登指出，暂停谈判是将
因疫情而挣扎在困境中的家庭和企

业置之不顾。
当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再次呼

吁美国政府继续加强财政政策支持。
鲍威尔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仍高
度不确定，政策支持过少将导致经济
复苏乏力。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
业频道近日发布的一项联合调查结
果，约55%的受访者表示需要政府提
供更多经济支持。

美国国会3月底通过约2.2万亿
美元财政支出法案，4月通过总额约
4840亿美元的应对疫情援助法案。
但8月以来，国会与白宫围绕新一轮
财政刺激措施的谈判陷入僵局。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
克·赞迪认为，随着出台更多救助方案
的前景越趋渺茫，美国“经济复苏失败
的几率正在上升”。

数说“十三五”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记者熊丰）
“十三五”期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展顺
利、成效显著。公安部数据显示，1亿人落
户任务提前完成，1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自
愿有序实现了市民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由 2013 年的 35.93％提高到 2019 年的
44.38％。

各地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
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延续半个多世纪
的“农转非”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十三五”
期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放宽。31个
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出台
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普遍放开放宽了
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的
政策措施。

中西部地区除省会（首府）城市外，基本
实现了落户零门槛。东部地区普遍降低了
落户条件，部分大城市取消或降低了参加城

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南京、武汉、成都、
郑州、西安等特大城市全面放开了高校和职
业院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
群体落户政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
大城市建立了公开透明的积分落户制度。

目前，31个省（区、市）全部出台居住证
实施办法。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发放居
住证超过1亿张，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镇基
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基本建立。教育方面，

“两免一补”资金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
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惠及1400余万农
民工随迁子女。就业方面，2014年以来累
计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超过1亿人次。

此外，在社会保障方面，全国范围内建
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截至2019年底，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6301万人、工伤保险8616万人、失业
保险4958万人。在住房方面，各地加大对
环卫、公交等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基本公
共服务行业外来务工人员的保障力度，满
足其基本居住需求，取得明显成效。

城镇化率44.38%：

我国提前完成1亿人口落户目标

53岁的李会成通过积分入户成为了一名“新广州人”，他的广西户口本（左）
换成了广东户口本（2020年1月1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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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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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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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诺奖快递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7日电
（记者和苗 付一鸣）瑞典皇家科学院7
日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
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和
美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以表彰
她们在基因组编辑方法研究领域作出
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
汉松在皇家科学院公布了获奖者名单
及主要成就。汉松说，今年的获奖研
究成果是“基因剪刀——重写生命密
码的工具”。

据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介
绍，两位获奖者发现了基因技术中最
犀利的工具之一，即“CRISPR/Cas9基
因编辑技术”。基于这项技术，研究人
员能以极高精度改变动物、植物和微
生物的DNA，并有望更改某些生物的
生命周期。这一技术对生命科学研究
产生了突破性影响，有助于研发新的
癌症疗法，并可能使治愈遗传性疾病
成为现实。

评选委员会在新闻公报中说，沙尔
庞捷在研究一种对人类危害巨大的细
菌——化脓性链球菌时发现了一种以
前未知的分子tracrRNA。这种分子是
细菌古老免疫系统CRISPR/Cas的一
部分，它可通过切割病毒的DNA解除
病毒的危害。沙尔庞捷在2011年发表
了这一研究成果。同年她与资深生物
化学家道德纳展开合作，在试管中共同
重建了具有上述切割功能的细菌“基因
剪刀”，并简化了“剪刀”的分子组成以

便使用。
公报指出，在一个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实验中，沙尔庞捷和道德纳对“基
因剪刀”进行了改造。在天然形式下，
该“剪刀”能够识别病毒的DNA。但
这两位获奖者发现能对这种“剪刀”施
加控制，这样一来就能在任何预先设
定的位置切割任何DNA分子。一旦
DNA被切割，那么重写生命的密码就
变得简单了。

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克
拉斯·古斯塔夫松说：“这个基因编辑
工具拥有巨大能量，它不仅在基础科
学领域引发了变革，还产生了很多创
新性成果，并将带来具有独创性的新
治疗方法。”

沙尔庞捷在发布会的电话连线中
说，她得知获奖时感到很惊喜，“作为获
此殊荣的女科学家，我希望能对致力于
科学研究的年轻女性传递信息，女性能

在科学界有所作为并获诺奖”。她还强
调，“基因剪刀”技术有可能在将来开发
出击败细菌的疗法。

沙尔庞捷1968年出生于法国，现
任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病原学研
究室主任；道德纳1964年生于美国，
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教授。

两名科学家将平分1000万瑞典克
朗（约合112万美元）奖金。

两名女科学家分享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

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左）和美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右）。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华盛顿10月6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
评估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新冠疫情模型
预测结果显示，到2021年1月1日，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超过36
万例。

该机构5日表示，到今年年底，美
国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可能会超过
2900例。到明年1月1日，美国累计
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超过36万例，这意
味着美国从现在到明年初还将增加约
15万例死亡病例。

这一机构此次下调了到明年初的
死亡数据预测，其9月初发布的这一
预测数据是41万例。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数
据显示，美国累计死亡病例9月22日
超过20万例之后，目前平均单日新增
死亡病例数维持在700例左右。

华盛顿大学卫生统计评估研究

所所长克里斯托弗·默里表示，预
测死亡病例数将激增主要源于两
大因素，一是随着一些州确诊病例
减少，人们警惕性下降，接触增多；
二是季节性因素将使更多活动在
室内进行，这将进一步增加病毒传
播风险。模型预测显示，死亡病例
激增可能从 10 月开始，11 月和 12
月加速。

据美疾控中心网站数据，目前美
国新冠死亡病例数已超过过去5个流
感季死亡病例之和。数据显示，从
2015年至2020年的5个流感季，美
国因流感死亡的病例数总计约为17.8
万例，而目前因新冠死亡的病例数已
超过21万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6日晚，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749万例，累
计死亡病例超过21万例。

美研究机构：

明年初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超36万

10月6日，在美国纽约，一名行人从一所公立学校外走过。据悉，纽约市部
分地区的学校6日开始关闭，以防止新冠疫情继续扩散。 新华社发

新华社莫斯科10月7日电（记
者鲁金博）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
谋长格拉西莫夫7日向俄总统普京报
告说，俄军6日成功试射了“锆石”高
超音速巡航导弹（下称“锆石”导弹）。

据俄新社报道，俄海军“戈尔什科
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于6日在白海
海域发射了“锆石”导弹，该导弹在飞
行450公里后成功击中位于巴伦支海
的目标。这枚“锆石”导弹共飞行了
4.5分钟，其平均飞行时速达5700公
里，峰值时速达9500公里，最高飞行
高度为28千米。

格拉西莫夫说，待测试结束后，
“锆石”导弹有望在2020年至2021年

间装备俄海军。
俄总统普京随后表示，成功试射

“锆石”导弹是俄军界乃至全俄重大事
件。他认为，除海基发射“锆石”导弹
外，俄还要研制该导弹的陆基发射系
统。普京在2019年2月发表国情咨
文时说，俄研制的“锆石”导弹飞行速
度可达9马赫（1马赫约等于每小时
1224公里），射程超过1000公里。

“锆石”导弹由俄罗斯机械制造科
研生产联合体研制，可用于对抗包括
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也能打击地面
目标。据悉，“锆石”导弹将主要装备
在22350型护卫舰和“白蜡树”级多用
途攻击型核潜艇上。

俄成功试射“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峰值时速达9500公里

新华社华盛顿10月7日电（记者邓
仙来 孙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下，美
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6日公开情
报部门获取的与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
大选以及当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克林顿“邮件门”事件有关的部分情报资
料，试图证明当时的美国政府已掌握俄干
预大选的情报，指控特朗普竞选团队“通
俄”是希拉里团队制定的竞选策略。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上称，他已
授权公开所有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
2016年大选以及希拉里“邮件门”事件
的情报资料，以揭穿“通俄骗局”。

公开的资料包括一份前中央情报局
局长布伦南2016年的手写笔记。这份
大部分内容被涂黑的文件写道，美国掌
握了更多俄罗斯方面的动向……有传闻
称，希拉里2016年7月赞成其外交政策
顾问的建议，即“通过炒作俄罗斯安全部
门干预美国大选的丑闻来诽谤特朗
普”。特朗普当时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与希拉里竞选总统。

拉特克利夫当天还公布了中央情报
局2016年9月提供给联邦调查局的一份
情报文件。文件未涂黑部分显示，有人
就希拉里批准的一个计划进行了讨论，

该计划把特朗普和“俄罗斯黑客妨碍美
国选举”联系起来，旨在转移公众当时对
希拉里被指责使用私人邮箱收发含有涉
密信息邮件的关注。

拉特克利夫当天对美国福克斯新闻
台表示，上述情报并非俄罗斯方面散布的
虚假信息，他近日将向国会做详细说明。

然而，布伦南当天对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表示，上述笔记是他2016年写给
时任总统奥巴马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
的简报，旨在汇报俄方动向以及美国情
报部门所掌握的获取俄方情报的渠道。
拉特克利夫“选择性地”公开相关资料，

旨在推进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内支持者的
政治利益。

美国司法部2017年5月委派时任特
别检察官米勒就特朗普竞选团队在
2016年大选期间涉嫌“通俄”以及干预
司法展开调查。米勒于2019年3月完成
调查，认为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在选举
期间“通俄”，但在特朗普涉嫌“妨碍司
法”问题上未得出明确结论。俄罗斯政
府多次否认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2016年大选期间，希拉里被指使用
私人邮箱收发含有涉密信息的邮件，随
后联邦调查局两次高调宣布介入调查。

特朗普授权
公开“通俄门”和“邮件门”相关情报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