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一场 70年来最强的
暴雪天气袭击了内蒙古自治区通
辽市，给当地牧场及养殖造成了重
大影响。图为蒙牛牧场的工作人
员给犊牛穿上了御寒马甲，确保犊
牛安全过冬。

（本报记者 封斌）

御寒御寒““马甲马甲””让犊牛安全过冬让犊牛安全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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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第2周生鲜乳

平均价格4.32元/公斤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
监测，12月份第2周（采集日为12月8日）生
鲜乳价格上涨，豆粕价格下降，玉米饲料价
格持平。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
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4.32元/公斤，比前一周
上涨0.2%，同比上涨5.6%。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91元/
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12.4%。主产
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2.58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降 0.8%。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08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0%。全国豆
粕平均价格 3.7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降
0.3%，同比上涨8.1%。

（农业农村部）

前11月我国新增

牛奶相关企业3433家
我国现存牛奶相关企业4.30万家。2018

年我国新增牛奶相关企业3662家，同比减少
9.58%。 2019 年新增 4200 家，同比增长
14.69%。 2020 年新增 4423 家，同比增长
5.31%，是近十年新增牛奶相关企业最多的一
年。

2021年前11月，我国新增牛奶相关企业
3433家，同比减少15.88%。最近的11月，我
国新增牛奶相关企业 279 家，同比减少
16.72%。10月我国新增牛奶相关企业 229
家，同比减少26.13%。

从区域分布来看，山东以4181家牛奶相
关企业排名第一，广东、河北分别有3830家、
2444家牛奶相关企业，排在第二、三名。此后
依次为江苏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等。

从城市分布来看，广州位居榜首，有
1089 家牛奶相关企业。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深圳分别有牛奶相关企业 1031家、783
家。此后依次为成都市、齐齐哈尔市、临沂
市等。 （第一财经）

青海生鲜乳源头

质量安全可控

12月 9日，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日前，该厅对西宁、海东、海南藏族自治
州等地奶牛养殖场、生鲜乳收购站、运输车、
乳品生产加工企业，开展生鲜乳违禁添加物
专项检查，重点排查β-内酰胺酶、硫氰酸钠、
黄曲霉毒素M1、碱类物质等指标，以及兽药
使用、休药期、不合格生鲜乳处理等情况。
截至目前，抽检 34批次样品均合格，生鲜乳
源头质量安全可控。

11月 12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布关于检出 12批次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情况通告（〔2021〕年第55号）。其中，西
宁城东青徽超市泰宁店销售的标称生产企
业为青海天露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天
露牌纯牛奶，规格型号为 220ml/袋，生产日
期为2021-09-05，经甘肃中商食品质量检验
检测有限公司检验，β-内酰胺酶不符合食品
整治办［2009］29号《关于印发全国打击违法
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
治抽检工作指导原则和方案的通知》规定，
β-内酰胺酶检出（规定不得使用）。

针对天露公司 1批乳制品检出β-内酰
胺酶事件，该厅迅速安排部署，加强生鲜乳
源头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严格落实监管制
度，严厉打击生鲜乳生产、收购、运输环节违
法添加行为。

（李江宁）

Week calendar

乳业寻找新赛道乳业寻找新赛道，，全产业链数字化成大趋势全产业链数字化成大趋势
□穆瑀宸

在国家整体战略中，乳业已经
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十四五”规划中，我国首次将
“奶”列为“需保障供给安全”的重要
农产品。同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
安全的意见》指出，到 2025年，奶业
实现全面振兴，基本实现现代化，奶
源基地、产品加工、乳品质量和产业
竞争力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
列。

2021年12月14日，在网易财经
主办的“网易·新能量乳制品行业峰
会”上，中国奶业协会副秘书长周振
峰指出，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奶业
发展宏观环境形势复杂多变。奶业
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的产业，国家
有系列利好政策，社会有强烈期待
关注，特别是历经疫情洗礼，国民健
康意识普遍增强，奶业发展环境总
体稳定趋好。

周振峰也谈到，微观层面来看，
奶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
近年来转型升级加快，结构调整加
大，科技创新增强，奶业数量稳中有

增，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升，素质全
面提高，现代奶业格局已初步形成，
奶业综合竞争能力逐步提升。

数字化、差异化将成为企业发展重点
当前我国乳业在数量和产值上

都实现了快速增长。根据中国奶业
协会公布的《2021中国奶业质量报
告》，2020 年中国奶类产量达到
3530万吨，乳制品产量达到 2780.4
万吨。其中2020年国内100头以上
的规模化牧场比例达到67.2%，奶牛
单产达到 8.3吨，比 2008年增长了
3.5吨之多，比 1998年则增长了 1.4
倍。

乳业是关系到十几亿消费者生
活的民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同时
涉及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也是保障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

“压舱石”和“稳定器”。目前我国中
等收入的群体已经达到 4亿人，位
列全球第一，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是
势在必行，乳品消费也呈现出增长
与升级趋势。

新冠疫情的蔓延为全球乳业发
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中国乳业
依然战胜困难和挫折取得了一系列

亮眼的成绩。2021年前三季度中国
乳制品的产量累计增长了 10%。
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乳企收
入同比增长12%。

“在当前消费需求多样化的市
场中，企业可以通过细分领域的深
耕和差异化的竞争，找到新的赛道，
打造出新的‘独角兽’。”蒙牛集团党
委副书记、执行总裁李鹏程表示，全
产业链数字化的新应用是未来乳业
行业的一大趋势。

数字化应用的想象空间巨大，但
是任重而道远，需要产业链上中下游
的共同努力来实现整个数字化的链
条，乳业的数字化空间将具有巨大的
想象空间。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也
明确指出，要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
大经济发展新引擎，这些都为乳业下
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伊利集团副总裁赵昕则表示，
数字化时代下消费者是“人、货、场”
的核心，乳业想要实现更好的发展
就要从产品服务、品牌等方面持续
满足全年龄段、各圈层、各场景消费
者的多元化需求，深挖乳品市场消

费潜力，通过提升消费者价值，促进
乳品市场的繁衍，同时拉动内需增
长，推动行业的发展。

“全民健康”时代带来新机遇
从宏观表现上看，虽然 2020年

受到较大影响，但在 2021年整个的
中国消费者的市场处于快速回暖阶
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
1—6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1904亿元，同比增长 23.0%，两年
平均增速为 4.4%。其中，除汽车以
外的消费品零售额 189997亿元，增
长22.2%。

“对比 2020年数据，目前国内
市场变化非常明显，乳制品正在朝
着“全民健康的”大趋势发展，大健
康是可能未来几年中最大的方
向。”凯度消费者指数北方区总经
理赵晖表示，站在企业层面，乳制品
企业的产品面对当前市场格局要在
以大健康为大方向的同时进行产品
创新，另外渠道端进场化和数字化
是两个增长最快的渠道，尽管大卖
场数据在下降，但因为这是接触消
费者最容易的一个渠道，所有的大
品牌都不可以放弃。

疫情之下，关于健康的话题反
复被提及。《2020新健康消费趋势报
告》数据显示，健康关注度被持续激
活，带动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
消费者健康意识也不断提升，健康
需求不断细化。其中，饮食结构进
一优化升级，83%的消费者主动调
整饮食预防疾病。

赵晖进一步表示，牛奶本身属
于健康品类。零添加、天然添加和
功能添加是未来乳业在大健康方面
发展的三个方向。而健康概念又分
年龄层，首先是年轻人的大健康，不
仅要有健康因素，同时还要关注产
品的外观。而老年人作为有钱、有
闲、有主见的群体，对价格并不十分
敏感，免疫力、心血管、睡眠才是其
关注的重点。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兼常务副秘书长刘超则表示，在大
健康时代，我们已经从吃饱到吃好，
如今正在向大健康时代转移，加大
对乳及乳制品的营养价值研究，特
别是原料乳的营养物质的分离，或
以乳为载体，生产出更具营养、更有
针对性的有机产品，可以更好地为
增强国民体质。

（本报所采用部分文图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
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

一景乳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一景乳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董事长被公司董事长被““限高限高””
□郭铁

12月 15日，记者了解到，新三
板挂牌乳企浙江一景乳业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一景乳业”）因在一起借
款纠纷中承担 1000万元及相应利
息等连带清偿责任，违反财务报告
制度，而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
理兼法定代表人李鸣被出具限制消
费令。

公告显示，一景乳业此次涉及
的是被告浙江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归还原告北京银行绍兴分行借款
纠纷，被判对其中的借款本金 1000
万元以及相应利息、罚息和复利范
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景乳业称，公司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控股股东被出具限制消费
令，对公司声誉造成一定不利影
响，暂未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状
况及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将与申请人进行沟通，寻求最佳
解决方案，争取尽快向法院申请撤
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根据公告，2020 年 6 月 11 日，
嵊州景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浙
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金融资
产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浙江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对
浙江锻压机床有限公司的债权收
益权合计约 5017.85 万元，其中本

金共计 4000万元转让给嵊州景诚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该债权由嵊
州市永宇冲片股份有限公司、一景
乳业、魏永良、邢利以及位于嵊州
市嵊州大道 819 号工业土地厂房
提供担保。

嵊州景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声明，在上述债权清收过程中，免
除一景乳业的担保责任，不会要求
一景乳业支付上述债权所涉任何
款项。

官方资料显示，一景乳业成立
于 2002 年，2016 年挂牌新三板。
公司饲养纯种奶牛 4300 多头，以
经营巴氏奶、发酵乳等低温乳品为
主业。2018 年—2020 年，其营收
分别为 1.49 亿元、1.72 亿元、1.87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571.92万元、
2278.09 万元、2582.3 万元。 2021
年上半年，一景乳业实现营收 1.02
亿元，同比增长 18.4%；净利润为
1303.85万元，同比增长 6.69%。

□吴帅 张丽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乳制品
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要求，到
2023年，乳制品监督检查发现问题
整改率达到100%，乳制品监督抽检
合格率保持在 99%以上。记者从青
岛市市场监管局获悉，青岛市全力推
动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
乳制品安全监管，近几年，青岛市乳
制品抽检合格率均为100%，乳品产
业集中度、企业规模化、产品多样性、
品牌信任度和竞争力有很大提升。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促进乳制
品高质量发展。一是严格奶源质量
控制，乳制品生产企业将奶源作为
关键控制点，坚持质量管控前移，加

强对牧场环境、生鲜乳的农兽药残
留、重金属等污染物的抽检监控，从
源头实施全方位监控。严格原料奶
验收，加强国产和进口基粉质量控
制，规范生鲜乳运输管理，建立冷链

“物流监督系统”保障平台，保障生
鲜乳的新鲜与品质。二是规范生产
过程管控，全市乳制品生产企业
100%实现了HACCP或 ISO22000管
理体系认证率。全面实施“亮标承
诺、对标生产、核标检验”的“三标”
管理制度，确保生产过程持续合
规。三是持续提升检测能力，委托
第三方技术机构开展乳制品企业检
测能力考核，对全市乳制品企业检
测能力比对验证，对验证结果进行
分析评判，发挥好检验“进和出”两

头把控作用。四是实施全程追溯，
制定《青岛市推进食品追溯体系信
息化建设实施方案》，大型乳制品生
产企业开发应用电子追溯系统，实
现产品“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
风险可管控”。五是引领品牌发展，
企业加强研发团队建设，加大研发
力度，涌现一批品质高、市场占有率
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高、市场竞
争力强的本土品牌。

落实监管责任，提高监管的有
效性。乳制品是高风险品种，各环
节关联度高。青岛市探索建立了严
格“三查”，推进“三促”监管模式。

严格“三查”。一是严格落实自
查。督促企业落实质量授权人制度
和自查报告制度。定期组织风险会

商。全市乳制品企业食品安全自查
率和发现风险报告率均达 100%。
二是严格监督检查。落实日常监
管，严格落实监管频次和检查重
点。企业对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
率达到100%。加强监督抽检，坚持
问题导向，发挥检验检测的预警功
能。全市乳制品监督抽检合格率
为 100%。三是严格体系检查。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婴幼儿配方乳粉和
乳制品生产企业开展体系检查，持
续强化质量管控。

推进“三促”。一是促进标准
化。鼓励企业对标借鉴国际通用
标准和操作规范，加快吸收和转
化，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制定，
促进工艺优化升级。二是促进智

能化。鼓励企业加大投入，加快推
行智能制造，利用“互联网+”，借助
物联网技术优势，形成全链条保障
平台。企业探索开发建立了“冰柜
管理系统”、“物流监督系统”、“手
机监察系统”，实施全程冷链管理，
实现从原料到成品可控。三是促
进产业化。大力发展优质乳产业
链，做到“好牧场、好奶牛、好奶源、
好工艺、好标准”。鼓励企业强化
集约化发展，积极推广“从规模化
奶牛饲养到生 产加工、物流仓储、
渠道管控和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
控制模式，形成上下游全产业链食
品安全管控机制。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积极引进大型乳制品生产企
业，丰富多元需求。

乳制品抽检合格率乳制品抽检合格率100100%% 青岛乳品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青岛乳品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

托县万头奶牛牧场项目加紧建设托县万头奶牛牧场项目加紧建设

□苗青 邬宇皓

记者了解到，呼和浩特市托克
托县万头奶牛牧场项目落地伍什家
镇刘家窑村并加紧建设，项目占地
1500亩，规划奶牛存栏量 12000头，
总投资 5.53 亿元。项目建成投产
后，预计年产奶量约 7万吨，为本地

村民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
据介绍，该项目将引进自动清粪、

自动烘干、回填卧床、绿色循环系统，形
成“青贮玉米种植——饲草收购——奶
牛养殖——发酵还田”的农牧配套、种
养肥结合型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进一步
促进周边各村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劳动
力转移就业，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据了解，托县深入贯彻落实关
于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着力转
变政府职能，不断创新管理举措，实
行全程“保姆式服务”。项目建设伊
始，伍什家镇政府指派专员全程跟
进服务项目，全面落实“企业需要什
么就服务什么”全方位服务理念，积
极协调村委会整合现有水、电、路资

源，规划 1500亩土地用于项目前期
建设，协调牧场周边村规划土地用
于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帮助
企业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全力做好
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工作。同时，帮
助企业掌握各项涉企政策信息，积
极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沟通协调
县相关部门代办土地、能评、环评等

前期手续，加快了企业落地速度。
项目建设期间，伍什家镇政府多次
组织企业及县直有关部门召开项目
推进协调会，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
展情况及存在困难，及时帮助企业
解决用地用工等实际难题，全力配
合项目施工单位，保障项目有序推
进，千方百计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

——项目建成后，可为本地村民提供约300个就业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