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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鲁菜菜为为啥啥火火不不过过川川菜菜
缺少统一标准，口味偏咸多油

本报济南8月3日讯（记者
刘相华） 8月4日24时，新一轮油
价调整窗口将正式开启。多家机
构预测，油价很可能会迎来今年
首次“四连跌”，93号汽油价格或
重回每升5元时代。

近期受美元汇率和美国的原
油库存等因素的影响，预计短期
内基于下调预期的打压，国内成
品油市场将延续清淡的购销走
势，个别单位或者承压的降价促
销，汽柴油的主流价格也或许随
之走低。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
30日也就是上一个工作日，国内
主管的93号汽油均价为6806元/

吨，较7月22日也就是本计价周期
的首日已经累计下跌了242元/

吨，0号柴油的均价为5206元/吨，
较7月22日下跌了115元/吨，根据
金银岛数据显示，截至7月30日，
参考原油品种均价52 . 9 2美元/

桶，汽柴油对应下调幅度为140

元-160元/桶。另据安迅思的模
型测算，根据目前国际原油振荡
走势，8月4日国内汽柴油零售价
跌幅预计在190元/吨，测算到零
售的价格是90号汽油和0号柴油
全国平均每升分别降低0 . 14元和
0 . 16元。

截至7月29日，2015年共经历
了14次调价，其中6次下调，5次上
涨，3次搁浅，汽柴油累计上调每
吨100元、30元。而本周二的油价
调整窗口一旦打开，有可能将迎
来年内的第15次调整，预计也还
是下跌的。此次零售价格下调之
后，预计93号汽油价格会重回每
升5元的时代。

本报济南8月3日讯（记者
韩笑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
2 0 1 5年，山东省财政筹集资金
18 . 27亿元，同比增长14 . 3%，支持
各地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
费标准，由2014年的每人每年35

元提高到每人每年40元，各地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老百姓免费提
供的服务项目由11大类43项增加
到12大类45项。

同时，为调动乡村医生积极
性，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支持力
度，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原则，新
增的人均5元经费，在农村地区全
部用于乡村医生提供公共卫生服
务支出。山东省财政厅有关负责
人介绍，据此测算，2015年乡村医
生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收
入标准将达到22元，绩效考核合
格后，每名乡村医生服务1000人
年平均可获得22000元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收入。

油价调整窗口4日开启

将迎年内首次“四连跌”

省财政筹资18 .27亿提高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本报济南8月3日讯（记者
张頔） 在新一轮的国资国

企改革大潮中，山东国资国企
改革将迎来哪些转型机遇，又
将如何激发活力？“2015山东国
资国企改革发展论坛”于7月31
日开幕，200多位专家学者、企
业负责人、驻鲁金融单位负责
人等齐聚济南，共话山东国企
改革发展。

山东省国资委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监察专员时民在
致辞中说，山东新一轮国资国
企改革将在五个方面重点推
进：一是以法制化、规范化为导
向，着力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二是以上
市公司为标准，着力建立健全
现代财务审计制度。三是建
立 以 市 场 化 运 营 机 制 为 目
标，着力深化企业内部改革。
四是着力建设完善防止利益
冲突机制。五是以不动产为
重点，着力建设国有资产建设
模式。

山东证监局局长冯鹤年在
题为《资本市场助推山东国资
国企改革路径探索》的主题演
讲中表示，资本市场具有其他
市场平台无可比拟的产权明
晰、交易公开透明、定价机制科
学公允等诸多优势，可大大降

低“混改”中国有资产流失、民
营资产被侵吞等诸多顾虑。因
此山东国资国企改革离不开资
本市场的助推作用。

“目前 IPO（首次公开募
股）虽然暂缓了，但借壳上市对
于国企来说，仍然是可行之
路。”冯鹤年说，作为一种并购
重组的方式，借壳上市受到政
策环境的支持，而且所需时间
也相对较少。目前省内的国有
控股集团中，有的旗下拥有多
家上市公司，处于同一产业链
上的上市公司，如果加以适当
整合，可以让渡出部分壳资源。
我省新闻出版金融交运等行业

中，有不少国企需要尽快上市，
它们可以在近期股价较低的时
候，利用好壳资源实现上市目
的。

冯鹤年说，推进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开放性市场化重组，
不局限在一个企业集团内部搞
重组整合，也不把视野局限在
山东地域，而是面向全国和世
界，对接各类资本，消除一部分
国企效率不高、活力不足痼疾，
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
转型升级。此外，围绕健全激励
机制，要加快员工持股计划推
行，重点关注以“奖励金”为纽
带的持股方案。

200余专家学者纵论山东国资国企改革

国国资资国国企企改改革革需需借借力力资资本本市市场场

3日，美食山东·齐鲁名
吃专家认定暨品鉴会（济南
专场）开宴，苏家庆作为七位
评委之一对参赛菜品进行了
试吃。苏家庆称，此次大赛他
发现厨师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是：不少人并没有理解透鲁
菜的真谛，没有按照鲁菜的
章法去制作。

“鲁菜制作前，厨师应当
熟悉原材料的属性、了解食
材的理性、最后才是掌握技
法。”苏家庆以白菜为例做了
讲解：厨师要做一道简单的
炒白菜，那他首先就要熟悉

这棵白菜是老的还是嫩的，
这就是原材料的属性；了解
了属性才能知道它的理性，
比如菜是筋多还是较脆等；
最终才是确定菜的做法和技
巧。可是现在的厨师，做菜的
随意性很大，可能这次做的
菜非常好吃，下次让他做就
做不出来了。从最基本的制
作方法上就没有章法。

苏家庆认为，鲁菜有百
菜百味、鲜香脆嫰的特点，以
吊汤为主。但是鲁菜缺少标
准，这也导致了厨师在制作
方法上的随意性。比如肉是

溢香型的食材，只要稍微加
工就能出香味，所以肯定是
主料，其他调味只能是锦上
添花不能抢了主料的风头。
可是，现在的菜不讲究这些。

正是由于缺少制作标
准，目前鲁菜在大众推广上
也比较弱。比如相比较川菜
的火锅，其火锅底料是有标
准的，用什么汤、加多少作料
等都有一定的标准，保证了
口味的统一性，而且消费也
很大众化，所以推广起来非
常容易。

鲁菜是中国八大菜
系之首，是著名的宫廷
菜。但是这几年随着川
菜、粤菜的崛起，鲁菜却
日渐式微。在记者采访的
众多省城市民中，不少人
都很犯愁“朋友来了不知
道该带人家去哪里吃特
色菜。”3日在美食山东·
齐鲁名吃专家认定暨品
鉴会（济南专场）上，省内
著名的美食专家、泰安烹
饪协会顾问苏家庆谈到
鲁菜式微时表示，鲁菜这
几年给人的印象就是偏
咸、多油、多肉，其实鲁菜
的口味是最中庸的，只不
过这几年很多饭店过多
追求经济利益，忽略了平
民消费，从而使鲁菜脱离
了老百姓。

随着这几年国家打击奢侈消
费力度的加大，国民的饮食也呈现
出价格下降的趋势。日前，大大小
小的饭店纷纷降价，推出平价菜品
吸引大众目光。而在专家看来，鲁
菜偏离普通老百姓太久了。

老百姓对鲁菜的印象大多
以肉食居多。苏家庆称，之所以
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有的厨师认为蔬菜类的制
作方法较为简单，不能体现自身
实力；二是，这几年大饭店为了
追求高昂的利润，主打肉食等中
高档菜品，蔬菜类的反而日益被踢
出了饭桌。

“你想啊，山东人好面子，比如
招待外地好友，你花一千块钱招待
的，人家客人估价1500元，那你说
主人多有面子。可是如果你花了
1500块钱，客人估价一千块钱，那
这个主人肯定会跟酒店老板急
眼。”苏家庆表示，山东人好面子，
所以在酒席上多以肉食待客。加之
前几年公款消费、集团消费等推高
了菜品的价格，使得鲁菜越来越成
为高端消费的对象，反而脱离了本
省普通老百姓的餐桌，久而久之老
百姓就不买账了。

苏家庆认为，鲁菜应当走大众
化、家常化、特色化的路线。

现在提起鲁菜，很多人
已经想不出有什么特色菜来
了。专家称，鲁菜中既有以肉
为主的把子肉、九转大肠、爆
炒腰花，也有海鲜类的葱烧
海参，青菜类也不少，如砂锅
豆腐、老醋白菜、酸辣白菜、
醋熘豆芽，还有上过舌尖上
的中国的奶汤蒲菜等都是鲁
菜的特色。

在专家看来，鲁菜这几
年在饮食和文化的结合上做
得越来越少。“比如我们的孔
府菜，其实有很多典故，但是

在与饮食的结合中，却没有
突出这一点。”苏家庆表示，
比如去年很火的一道奶汤蒲
菜，央视的节目把这道菜的
文化味道挖掘了出来，从而
使这道很常见的济南特色菜
变成了一道全国闻名的美
味。其实呢，蒲菜在济南很常
见，奶汤蒲菜制作上也并不
复杂，但是包装上文化的味
道后，食客的味蕾就一下子
被挑逗了起来。

鲁菜系分为胶东菜(包
括青岛)、济南菜(包括德州、

泰安)以及孔府菜。济南菜继
承了古代做羹的传统，以
汤著称；胶东菜承袭了海
滨先民食鱼的习俗，以海
鲜见长；孔府菜的制作精
益求精，始终保持传统风
味，尤以烧、炒、煨、炸、扒
见长，制作过程不仅复杂，
而且口味讲究清淡鲜嫩、
原汁原味。不少专家表示，
虽然山东是传统文化大省，
但是在美食和文化的结合上
做得还不够，创新性上也差
不少。

鲁菜传承创新还需与文化融合

文/片 本报记者 任磊磊

部分鲁菜厨师做菜随意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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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食山东·齐鲁名吃专家认定暨品鉴会（济南专场）上，每上一道菜专家都要拍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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