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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在过去 30 年间，丹麦生猪产量翻番，每年向国际市场
供应的生猪总量超过 3000 万头。丹麦的猪肉贸易额约占
全球的 23%，是世界第三大猪肉出口国，是世界上人均产猪
肉最多的国家。猪肉产量在 2010 年达到 19.74 亿公斤。
养猪业已成为丹麦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支
柱产业之一。

欧洲北部国家中，德国、荷兰、英国和丹麦都是产猪大
国，但是丹麦对猪养殖产业下的功夫让其他欧洲国家望尘
莫及。从孕期到屠宰必须全部在丹麦境内完成，最终的这
块肉才能贴上丹麦产品的标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流出国
境，最终产品就不能被称作丹麦猪肉。

高纬度国家气候寒冷，居民爱吃猪肉。瑞典的肉丸子、
德国的猪肘子蜚声中国，但是丹麦脆猪皮汉堡却鲜有人
知。对于丹麦人来说，价格高高在上的北欧创意大餐遥不
可及，但是寒风中如能咬上一口刚出炉的脆猪皮汉堡，却是
平民百姓的冬日美食。丹麦人在谈到这种食品时都会眼睛
笑得弯弯地告诉你，这里出产世界上最安全的猪肉。

丹麦养猪业采取合作社制度，整个产业链分为种猪养
殖、仔猪养殖、成猪养殖和生猪屠宰四个部分，既分工协作，
又有统一的行业协会。单从养猪场的角度来看，兼并扩张
经营的趋势已经日渐明显。1998 年，全丹麦养猪场共有
16880 座，生猪数量超过 500 头的只占总量的 15%，而到了
2008 年，全丹麦养猪场数目下降到 5514 座，生猪数量超过
500头的养猪场超过总量的 62%。

在丹麦，采用无特定病源菌法进行种猪育种，以提高种
猪的质量。采用该方法繁育种猪，是在具有高度卫生条件
的猪场进行的，由专业公司负责技术指导，养猪场实行隔离
封闭式管理。这些猪场没有特定病原体引起的疾病，如支
原体肺炎、萎缩性鼻炎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丹麦是欧洲
惟一在猪肉产品生产过程中全程监控沙门氏菌的国家，目
前丹麦已经将猪只的沙门氏菌感染率降低到 1%。丹麦的
猪肉产品实行严格的追溯制度，丹麦市场上出售的猪肉制
品可以凭借代码查到猪源农场，并确定到这块肉来自某一
头猪。

丹麦的猪饲料以谷物为主，主要是大麦、小麦、黑麦、豌
豆、豆粉等。另外，加少量油饼、动物脂肪、肉骨粉、蛋白等
添加剂。丹麦法律严格禁止饲料中使用催长剂、荷尔蒙等
生长激素。在丹麦，兽医给猪开出的药方中只能包含抗生
素，但是这些抗生素不能直接卖给养猪的农场主。丹麦对
于猪场、兽医、用药记录都实行集中登记，便于出现问题时
迅速锁定位置。对于兽医开出的药物，必须存档登记，如果
兽医开出了不合要求的过量抗生素或者农场主给本场生猪
使用了过量抗生素，这名兽医或农场主将被黄牌警告。根
据统计，丹麦猪肉单位重量中所含抗生素比例是全欧洲最
低的，目前为每头猪最多含 3.5克抗生素。

不仅如此，丹麦猪肉瘦肉率的控制得当，离不开计算机
控制饲食系统。目前，丹麦各种饲食设备的生产厂就有几
十家，多数设备都是在猪的耳朵上装一芯片，控制其每天定
量定时进食，猪食槽上装有扫描仪，每次只能有一头猪进
食，计算机控制流入食量，自动记录以防止过食。

目前，丹麦不少猪场都实行野外圈养的开放式方法，保
证动物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对于怀孕前四周和产前一周的
母猪，丹麦要求隔离种群散养，对于哺乳期的小猪仔，要在
喂奶后与母猪隔离，以防被压死，对于运输生猪的车辆要求
具备机械通气设备，这使丹麦生猪运输死亡率在 2012年降
到了十万分之六。尽管如此，丹麦猪研究中心仍然增加了
3300万欧元经费研究生猪福利项目。

为鼓励花卉产业发展，荷兰政府推出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荷兰政府规定，直接
从事花卉生产的企业可以享受较低的增值
税（花卉产品的增值税由正常的 17.5%降
到 6%），对使用节能设备和培育新品种的
花卉企业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助，向从事花
卉种植的农场提供贷款担保和为花卉出口
企业提供出口信贷等。

为帮助花卉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荷兰
政府除要求分布在世界各国的使领馆为本
国花卉企业提供世界花卉市场需求信息
外，还通过与外国政府签订多边、双边贸易
协定，消除花卉的国际贸易壁垒。目前，荷
兰共有 11000 多家花卉生产企业，7 大花
卉 拍 卖 市 场 ，800 多 家 花 卉 批 发 企 业 ，
14000 多家花卉零售商店，整个花卉业提
供了近 6万个全职工作岗位。

荷兰花卉的科技含量一直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设置合理
和运作有效的花卉研发机制。荷兰的花卉
研究机构主要分为政府、大学和企业三个
层次。尽管荷兰的花卉研究机构数量众
多，且归属也不同，但各个层次的研究机构
却分工明确，相互协调配合密切。荷兰花
卉企业是花卉研发的主体，目前荷兰各大
花卉企业自办的研究所就有 60 多个，专门
从事花卉研究的科研人员超过 6000 人，
主要从事应用型技术和理论研究，如花卉
育种、栽培技术、种质资源引进和开发等，

研究成果可立即用于生产，转化成为实实
在在的商业成果。荷兰的花卉研发注重实
用，与花卉生产高度结合，为花卉生产服
务，从而使花卉产业的新品种、新工艺、新
设备成果层出不穷。

荷兰花卉产业非常重视对花卉资源的
收集和新品种选育。为提高花卉产品的竞
争力,荷兰政府和企业都非常重视新花卉品
种的研发，不惜投入巨额资金用于研发新花
卉品种。培育新花卉品种是一项高投入、高
产出、高风险的特殊行业。以郁金香为例，
新品种培育必须从种子开始，至少需要5年

甚至 10 年的时间才能开出第一朵花，至此
还不知道它是否具有商业价值。不过，一旦
新花卉品种成功培育出来，其盈利将非常可
观。在荷兰，几乎每个花卉品种都有专门的
花卉育种公司，这些公司专门收集市场上出
现的各种花卉品种，每年进行成千上万个组
合品种的杂交，将选育出的新品种提交荷兰
植物品种权利委员会，申请新品种鉴定，经
过测试后普及推广。有效的研发与推广促
使荷兰花卉产业不断推陈出新，平均每年能
推出 800至 1000个新品种，增强了荷兰花
卉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丹麦猪肉：

经济支柱产业
本报驻哥本哈根记者 关晋勇

编者按 特色农业的发展

是适应当前社会消费需求、世界

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市场细分的

必然结果。目前，世界发达国家

在农业发展中日益重视特色农

业发展,并以特色铸造品牌,提高

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创造出巨

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尽

管各国的具体模式不尽相同,但

其中也蕴含着值得借鉴的内容。

看国外如何发展特色农业看国外如何发展特色农业看国外如何发展特色农业

素有“世界花卉王国”之称的荷兰有着悠久的花卉种植历史，以郁金香为代表的球根花卉已成为荷兰

的象征。作为世界最大的花卉产品出口国，荷兰在2012年的花卉出口额为54.9亿欧元，产品远销世界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花卉产业已经发展成为荷兰农业的重要支柱产业，给荷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荷兰花卉：高度专业成就特色产品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严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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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荷兰花卉产业经营模式概括
为“ 花 卉 拍 卖 市 场 体 系 加 花 卉 生 产 企
业”。的确，荷兰花卉拍卖市场在促进荷
兰花卉产业发展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
随着花卉产业的迅速发展和花卉交易量
的增大，荷兰花农为追求自身长远利益自
发以入股的方式建立了花卉拍卖市场，并
且以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管理这些花卉
拍卖市场。

荷兰完善、快速、高效的花卉拍卖市
场体系是非常成功的市场化服务体系，是

荷兰花卉产业化经营的动力源泉。在荷
兰，花卉种植者只从事花卉的生产过程，
集中精力生产高品质的花卉产品，而产品
的销售全部交给花卉拍卖市场。由于拍
卖市场仅收取固定的佣金作为市场的运
作和管理费用，因此具有高效、低耗、及
时、便捷的特点。荷兰花卉出口额中的
80%是经由拍卖市场进行的，所以拍卖市
场已成为荷兰花卉销售的主渠道。荷兰
花卉拍卖市场对花卉产品的加工、保鲜、
包装、检疫、海关、运输、结算等服务环节

实现了一体化和一条龙服务，大大缩短了
花卉的交易时间，确保了成交的鲜花在当
天晚上或第二天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花店
里，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而且提
高了效率。

此外，荷兰花卉拍卖市场连接着花卉生
产者、批发商和出口商，将市场成交的品种、
数量、价格等信息及时向全社会公布，并
且将经营结算、包装、运输、检疫、出口等
业务的社会服务机构融入进来共同服务
花卉产业。

管理规范 交易便捷

高度专业化可以说是荷兰花卉产业
的一大特点，也是荷兰花卉产业高效发
达的重要因素。花卉的生产、销售、研发
和推广等各个环节，一般都是由分工极细
的专业化企业承担。荷兰花卉产业的专业
分工非常精细，种花的不育种，育种的
不种花；种花者不参与销售，销售者不
从事种花，分工非常明确细致。目前，
荷兰花卉产业已经建立了从花种培育、
花卉种植到花卉销售非常专业的一条龙
配套服务体系。专业的种植农场、育种

及 种 苗 机 构 、 玻 璃 温 室 企 业 、 运 输 公
司、栽培用土公司等都分工明确，各司
其职，使得每个环节的运作效率得到了
最佳的发挥。

荷兰是世界著名的“低地之国”，具
有纬度高、温度低和日照短的气候特点。
受气候、日照和土壤条件的限制，荷兰约
有 70%的花卉生产都是在玻璃温室栽培种
植。温室不仅可以确保花卉生产不受外界
天气影响，而且能够完全按工业生产方式
进行花卉生产和管理。温室的温度、湿

度、通风、光照、二氧化碳等生态条件实
行计算机全自动控制，以满足各种花卉的
最佳生长条件，同时病虫害控制采用生物
防治技术，减少农药使用量，切实做到经
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荷兰大多数玻
璃温室都使用燃烧天然气来集中供热的系
统。燃烧产生的部分废气可以再利用，用
管子将天然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导入玻
璃温室里，可以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和生
长。通过高效的温控等现代生物高科技，
花卉种植农场可以按照客户对花卉的颜

色、形态、大小、开花时间等各种要求进
行生产。

荷兰的花卉大都由家庭农场种植生
产，绝大多数在玻璃温室中进行，一栋温
室面积一般约 4 至 8 公顷，经常只种植一
种花卉甚至一种花卉的一个品种。由于一
家种植农场往往只专门种植一种花卉产
品，因此农场主的专业技术得到不断创新
和发展，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生
产效率达到最优化，避免了所有农场都一
窝蜂地去种植同一个品种，使花卉市场运
作更加规范有序。此外，在荷兰的花卉专
业种植区，花卉种植农场之间信息比较透
明,各种市场信息和技术专利可以快速传
播,使花卉专业种植区内的从业人员可以
以比较低的成本来获取有用信息,提高生
产效率。

配套服务 产出高效

为确保花卉产品的质量，荷兰政府
实行严格的花卉质量检验制度，对花卉
生产销售企业进行严格的质量考核和检
查。荷兰通过健全质量监控机构、制定
严格质量标准、实行质量认证制度和产品
质量信誉认可等措施来确保花卉产品质
量。不同花卉产品的质量标准，由相关
花卉中介组织根据农产品质量法案分别
制定，由国家植物保护局、国家植物检
验总局和国家新品种鉴定中心等政府机
构颁发产品质量认可证书后，产品方可
上市交易。荷兰政府先后颁布了“植物
育种者条例”和“种子和植物材料法”
等有关植物育种者权利的法规。

荷兰国家植物检验总局负责花卉进出
口的检疫，对花卉种植企业、批发商推行
ISO9002 质量认证系统。国家植物检验
总局对花卉产品的检查不是在出口口岸
进行，而在种植农场或出口商的生产基
地进行，以确保检验官员收集到真实的
样品。按照有关规定，为确保花卉的价
格和质量，在鲜花拍卖市场拍卖中因为
质量不合格没有卖出去的产品，决不降价
处理，而是全部作为垃圾予以销毁，有关
质量不合格花卉的生产企业必须支付相应
的垃圾处理费。

严格检验

品质保证

政府支持 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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