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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时 候 只
有过节或者参
加婚宴的时候，
才有机会吃上
红烧大肘子，肥
瘦相间，入口即
化，吃完后手指
上还留着肉的
香味儿，缕缕香

气让人不能自拔，回味无穷，红烧肘子的
美味成了许多人都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脱骨酱香肘精选散养黑土猪肉，
采用传统工艺辅以名贵滋补品和多种
香辛料先煮后酱，骨汤熬制而成，具有
“肥而不腻、色泽鲜亮、浓香怡人、酥烂
可口”的特点。

肘子皮较厚，富含胶原蛋白，人称其
为“美容食品”。

买 5袋送 5袋 每袋 19.8元
秋冬季节正是吃肉进补的时候，为

让更多读者吃上地道的酱香大肘子，厂
家采取快递方式直接送货到家，市场价
98 元 / 袋的酱香肘子，今明后天这 3 天
工厂价直销仅需 39.6 元， 一次买 5 袋
送 5 袋，每组 10 袋仅需 198 元，每袋仅
需 19.8 元！ 不到 200 块钱就可以得到
10 袋共 2500 克的红烧大肘子， 非常划
算。 真空包装，常温保质期 360 天，均为
最新批次，可以放心购买存放，2 组起免
费包邮到家。

酱香大肘子 肥而不腻 浓香怡人
精选散养土猪肉 肥瘦相间 先煮后酱 骨汤熬制 市场价 98元 今明后 3 天特价仅需 19.8元 每天仅限 100名

订购送货热线：400-871-3938货到付款 适合
家庭储存的美食

太康县九九食品有限公司 广告

本报讯 (记者 陈剑)11 月 1 日在开
通不久的森园路现场看到，昔日的臭水
渠已被全部覆盖，崭新的马路上车水马
龙、人来人往，一派热闹景象。沿线居民
对建设这条道路所带来的变化感同身
受。

森园路是我市今年新建的一条南北
向城市支路，位置介于滨河东路与大同
路之间，南起北中环街，北至尖草坪街，
西邻森林公园，道路全长约 3.5 公里，红
线宽 20 米。建设内容包含：道路、雨水
管线及雨水方涵、污水管线、污水压力钢
管、电力、照明及交通设施地下管线及基
础、燃气、自来水、热力、联建等。今年 5
月工程全面开工。

森园路可谓是我市市政建设的一项
典范工程，既改善了交通，又治理了环境，
还有助于吸引知名地产商入驻，提升城市
品质。附近居民反映，工程实施前，这里
不仅没有道路，也是典型的“脏、乱、差”
地区。位于森林公园东侧的太钢退水渠
在承担防洪作用的同时，也是企业生产废
水和附近居民生活污水排放渠道，且未实
现雨污分流。虽然这些混杂的污水最终
通过汾河污水管道接入了下游污水处理
厂，但由于太钢退水渠为明渠，再加上渠
道内经常有人丢弃杂物，造成了河道不
畅。每到天热时节，这里总是蝇虫乱飞，
气味难闻，被称为北城的“龙须沟”。

建设单位——市住建局市政建设中

心一科科长刘亚明介绍，借助这次道路
改造，他们对太钢退水渠进行了彻底改
造，在河道内建设了 3 孔 3.5×2 米钢筋混
凝土方涵、浆砌片石明渠等，对河道实施
了封盖。防洪标准为百年一遇洪水设
计，雨水重现期 2 年，设计流量 31.60 立
方米/秒。在覆盖的河道上铺筑了厚厚
的黄土，准备进行绿化作业。针对排污
问题，他们还专门为临近单位重新铺设
了污水管道，实现了雨污分流。

森园路两侧目前已建成了七八个高
端小区，开发单位基本以国内知名房地产
企业为主。此前，西侧的小区居民出入主
要依靠滨河东路，东侧主要借助大同路，
道路少且没有形成循环。森园路建成后，

等于让这些小区居民的出入增加了一条
“动脉”，实现了无障碍“南来北去”。正
在新路现场拍照的张先生介绍，此前他去
城南的单位上班，需要向北行车至摄乐桥
调头才行。现在小区有了东出口，右转可
直上北中环街，特别顺畅方便。

记者在现场看到，森园路路东有多
处宽三四十米的绿化带，由于树龄普遍
有几十年历史，树干高度在 30 米以上，
高大的树冠遮盖在道路上方，十分壮
观。路西太钢退水渠盖板上，已覆盖厚
度至少 1 米多的黄土，施工人员正在进
行绿化作业。建设人员介绍，森园路紧
邻森林公园，路两侧再有大体量的绿带，
其有望成为我市的“网红路”。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
员 杨惠斌）“咚咚咚——”11 月 1
日凌晨，身穿工装的快递小哥将包
裹送到了市民杨先生手上。而这，
距离他支付尾款仅 26分钟，同时这
也是山西顺丰今年“双 11”送达的
全网首单快递。记者采访得知，电
商平台以及各快递企业采取的“前
置”模式，成了今年“双 11”快递提
速的一个主要原因。

今年的“双 11”从 10月 20日开
始预售，消费者可以先拍下商品并
支付一定的预付款。11月 1日零时
起，迎来第一波尾款支付，人们支
付尾款后就可静待送货上门。

11 月 1 日上午，已有不少市民
收到了前一晚买到的商品，夕发朝
至，为何会这么快？对此，山西顺
丰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是因为采取
了“前置”的模式。简单来说，市民
网购一件商品要经过下单、付款、
打包、揽收、运输、分拣、派送等诸
多环节，而在“双 11”会有大量商品
集中发出，这对电商平台的发货以
及物流企业的派送都是一个考
验。所以电商平台采取了预售模
式，而快递企业会与品牌商家合
作，根据预售情况，可提前将货物

运送到距离消费者最近的网点。
这样，只要消费者支付尾款后，就
能第一时间从本地的网点派送。

山西顺丰介绍，粗略统计，11月
1日当天的全省收件量同比增长三
成，派件量增长四成，而提前运抵全
省网点的预售快递量超过18万件。

就拿杨先生所买的商品来说，
从物流跟踪信息上看，在他下单预
购后，就已从江苏发货，在 10 月 31
日之前货物便到达了山西顺丰的
网点，并提前完成了分拣、安检等
环节。这样，他付完尾款后，商品
就直接从“家门口”的网点发出，且
加密了派送频次，所以更快了。同
样，太原发往外地的商品也会采用
这种提前入仓的形式，以山西顺丰
为例，今年特意为山西汾酒等农特
产品提前准备了仓库，向外发货也
会更快。

记者采访得知，今年前置模式
扩展至几乎所有中小件全品类，对
于商家而言，提前发出预售商品，
可以让他们腾出更多仓库容量。
对快递公司而言，原先堆积在 11月
11日之后的送货压力，被分摊到较
长一段时间里，物流运输能有相对
平稳的过渡。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
员 马卓）11月 1日，市邮政管理局
对 2021 年快递业务旺季服务保障
作出安排，其中明确，各寄递企业要
根据自身业务旺季的客观实际需
求，增加客服人员，做好人员培训、
畅通投诉渠道，及时妥善解决消费
者反映的问题，为消费者提供良好
的投诉处理服务。

市邮政管理局分析，预计“双
11”“双 12”以及 2022年元旦和春节
前的电商集中促销将带动业务量显
著增长。其中，“双 11”期间将出现
旺季峰值，且多是以进口投递件（省
外寄到太原）为主，投送服务压力将
明显加大。

我市将加强旺季期间数据监
测、分析和评估，及时发布消费提
示，引导消费者合理选择寄递服
务。同时，鼓励智能快件箱运营企
业、快递服务站开办企业在旺季期
间采取合理调节措施，引导用户缩
短取件时间，提高智能快件箱、快递

服务站使用效率。推广末端共同配
送，鼓励邮政、快递、交通、供销、商
贸流通等资源综合利用，进一步推
进邮快、快快、交快深度融合，增强
末端投递服务能力。而且，我市将
通过实地核查、问卷调查、数据比对
等方式，检查企业是否存在私自截
留派费、随意增加罚款项目等行为，
从而保障快递员合理的劳动报酬。

另外，市邮政管理局将制定旺
季申诉处理保障方案，指导各许可
企业及省级备案企业强化投申诉处
理能力，保障申诉渠道畅通。依法
打击未按名址投递和末端服务违规
收费行为，维护用户合法权益。据
悉，如果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消费
者可拨打快递企业全国统一的投诉
电话。如果已向快递企业投诉，但
7 天内没有得到任何处理结果，或
者已向快递企业投诉，但对处理结
果不满意，还可以拨打邮政业消费
者申诉电话 12305或登录国家邮政
局申诉网站申诉。 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11月 1日消

息，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出售“中
国钙王”朗迪制药的交易完成。朗迪制
药出售价格 58 亿余元，是 5 年前收购价
格的 219%。

振东制药《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
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显
示，将持有的北京振东朗迪制药有限公
司 100%股权，转让给上海方朗企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方朗已经完成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10月 29日，上海方朗
根据约定支付第一期价款中的 52 亿余
元。振东制药不再持有朗迪制药的股
权。

2016 年 5 月，振东制药出资 26 亿余

元收购朗迪制药，成为其旗下全资子公
司。在钙制剂行业整体下滑形势下，朗
迪制药逆势而上，自 2019年以来，连续两
年全国销量第一。振东制药 2020年财报
显示，朗迪制药是钙片品牌朗迪钙的产
销商，销售终端已覆盖近 6000家医院、34
万多家药店，销售额达 43 亿元，确立了

“中国钙王”的地位。
振东制药以 58亿余元的价格出售朗

迪制药 100%股权给上海方朗，是此前收
购价格的 219%。此次交易带来丰厚的财
务回报，振东制药资产流动性将大幅提
升，营运资金更加充沛，借此开辟新业务
领域，积极发展中药产业，开展创新药研
究。

11 月 1 日，太原煤气化托育服务中心内，保育员正在照顾孩子的穿衣、洗
漱、学习。三胎生育政策放开以来，托育服务应运而生。据悉，该服务针对3岁
以下婴幼儿，为其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 记者 邓寅明 摄

森园路建设工程一举两得

美了一条新路 绿了一条旧渠

快递迎旺季
我市畅通投诉渠道

“双11”首单快递26分钟送达
为何这么快？得益于“前置”模式

出售“中国钙王”

振东制药5年赚了一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