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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企业习惯寻找“风口”。中国奶

企也曾找到过“风口”，并一度乘风飞

扬。上世纪 90 年代至 2008 年，是几乎所

有奶企的超长“风口”期。借助于“一杯

奶强壮一个民族”、“劝君更尽一杯奶”的

观念倡导，以及由此掀起的巨大消费热

情，国内奶企获得了快速发展，有的甚至

是超高速、超常规扩张。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后，“风口”变成

“黑风暴”，奶业遭遇重创。此后持续多

年，很多奶企在进口扩张、消费不振的竞

争格局中起起伏伏、磕磕绊绊，时而在“奶

荒”中争抢，时而在“奶剩”中度日。

是风停了吗？没有，风一直在吹。这

些年，国内消费市场对奶及奶制品的热情

并没有降低。相反，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

持续增长，随着城乡消费条件和消费理念

的不断成熟，奶业消费的市场空间比过去

更大、更广阔、更丰富。这是最大的风。

只是，风向发生了变化。

统计显示，这几年国内奶制品进口逐

年上升，高端市场空间尤其是婴幼儿奶粉

市场被进口产品严重挤占。这表明，在消

费信心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许多人把

消费目光转向了进口产品。那些没有坚实

基础的企业，还在祈求走捷径甚至投机取

巧的企业已难以找到“风口”。中国奶业

协会会长高鸿宾在分析国内奶业市场状况

时说，尽管国内奶业质量整体不断提高，

但三聚氰胺事件对国内消费者的影响还没

有过去，提振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依

然任重道远。

应该说，为了提振信心，国内奶企这些

年一直在努力，而且也取得了不俗的业

绩。从数据来看，在 2008 年、2009 年的低

谷之后，经营数据一路走好。众多奶企认

识到打好基础的重要性，在建奶源基地、建

冷链链条、建监管体系上都花了很大气力，

奶业的整体质量状况与当年完全不在一个

平台上。但是，奶业的链条很长，从养奶牛

开始，场地、草料、防疫防病、粪尿处理，还

有挤奶、运输等一系列工序，需要持续而强

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哪一个环节不

到位，就可能出问题。

令人担心的是，多年来一些企业已经

养成了赚快钱的偏好，企图一夜暴富，只

要 市 场 稍 微 回 暖 ， 就 “ 萝 卜 快 了 不 洗

泥”，等不及夯实基础，先挣钱再说，而

这往往又容易导致某一个环节脱节出轨，

发 生 意 料 不 到 的 事 情 。 这 就 是 为 什 么

2008 年 之 后 ， 虽 然 一 直 在 强 调 打 好 基

础，奶企发展模式也经历了“先市场后基

地”到“先基地后市场”的转变，但奶业

养殖模式依然五花八门，自建牧场、养殖

小区、公司+农户、养殖大户、养殖专业

合作社、散养户等令人眼花缭乱。形式多

样一方面体现了奶企实事求是的探求精

神，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很多企业沉不

下心，不能从最适合企业长远发展、又可

能需要投入巨大心血的基础性工作持之以

恒地着手。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是现代牧业

创始人高丽娜对自己企业的总结。这家企

业一开始就着手自建牧场，虽然起步时慢

点，但一旦上路就是大步。这点对奶企发

展很有意义。对奶企而言，与其琢磨“风

口”在哪里，不如像现代牧业那样沉下心把

基础打好。品质好了，消费信心会跟着增

长。如果真要寻找“风口”，消费信心才是

最大的“风口”。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消费大

国，足以让健康的奶企高高飞扬。

信心是奶业的最大“风口”
瞿长福

“我国奶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
阶段，为应对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挑战，奶业
应抓住机遇，加快转型升级。”在日前举行
的第六届中国奶业大会上，中国奶业协会会
长高鸿宾说。

客观地讲，目前我国奶业已经具备了创
民族品牌、建设世界一流奶业的条件。论奶
牛品种，同奶业发达国家一样，也是以荷斯
坦良种奶牛为主。论奶产品质量，这几年我
们更是拿了不少国际大奖。

“我们所说的建设世界一流奶业，要的
不只是一花独放，而是满园春色，终极目标
是整个中国奶业水平的整体提高。为此，我
国奶业还要苦练内功，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
保持不败。”高鸿宾说。

国产奶突遭“寒流”

近年，我国奶业正逐步走出 2008年三聚
氰胺事件的阴影，奶牛存栏量稳步回升，生鲜
乳价格持续上涨。然而，今年年初，奶业突遭

“春寒”，生鲜乳价格一路下跌。
以产奶大省山东为例，生鲜乳收购价格

从 2014 年 11 月起急剧下滑，到今年 5 月 3 日
每公斤才 2.96 元，同比跌了 30％多。“每公斤
生 鲜 乳 的 综 合 成 本 是 3.5 元 ，目 前 收 购 价
2.96 元，奶农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山东省奶
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李流航说。即便收购价低
于成本，河北、山东、北京、青海等地还是出现
了乳企限收或拒收生鲜乳现象。农业部调度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25 日，全国累计拒
收生鲜乳 16.8万吨，倒奶 2.76万吨。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高鸿宾说：“16.8万
吨生鲜乳仅占同期产量的 1.2%，占全年总产
量的 0.44%，倒奶只占同期产量的 0.2%。最
近一周，限收量较高峰期已下降 86.6%，倒奶
量下降了 96.3%。虽然奶价下跌，效益下滑，
但从整体上看，全国的奶牛养殖业依然保持
了积极向好的态势。”

以一组数据为例，2014 年全国奶牛存
栏 1460 万头，增长 1.3%；奶产量 3725 万
吨，增幅 5.5%；规模养殖场达到 45%，提
高了 3.9 个百分点。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
区全都实现非人工挤奶，全国机械化挤奶率
已经超过 90%。“国产奶的安全水平大幅度
提高，农业部去年全年抽检生鲜乳 2.6 万批
次，全部合格。”高鸿宾说

至于出现倒奶现象的原因，专家分析，
重要的一点是外国奶制品进口数量急剧增
加。1999 年，我国乳品进口只有 10 万吨左
右；2000年至 2008年，进口量从 21.9万吨
上升到 39.3 万吨；2008 年至 2014 年进口数
量迅速上升，从 39.3 万吨增加到 193.4 万
吨，年均增长 30.4%。以奶粉为例，2008
年进口 14.3 万吨，到 2014 年已增加到 105
万吨，年均增长 39.4%。2014 年全年进口
乳制品折合生鲜乳约合 1200 万吨，占到我
国牛奶产量的三分之一。

进口冲击只是表象

国内奶遭遇进口货冲击，深层原因却在
国内。

首先是消费者信心仍未恢复。2008 年
的三鹿奶粉事件，严重打击了国人对国产奶
业的信心。国内消费者从欧美市场、港澳市
场进口婴幼儿奶粉就是明证。消除这种负面
影响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但更
重要的是拿出让中国消费者信任、放心、认
同的产品。

其次则是产品价格、质量。“企业为什么
进口？主要原因是价格和质量。一旦你的价
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大量进口就不可避
免。”高鸿宾说。

目前我国奶产品主要从新西兰、欧盟、
美国、澳大利亚进口。2014 年，从新西兰
进口 72.8 万吨，占 79%；从欧盟进口 7.7 万
吨，占 8%。与这四大进口来源地比较，我
国生鲜乳价格明显偏高。据中国奶业协会对
10 个奶业生产省调查，每公斤原奶我国平
均价为 4.05 元，而新西兰是 2.68 元，美国
是 3.25 元，欧盟是 3.05 元。我国原奶价格
高，是因为总体上生产粗放、饲料成本上
升、人工费用上升、运输价格上升、环保支
出增加。

目前，我国牛奶年产量 3600 多万吨，名
列世界第三，奶牛存栏 1400万头。与美国比，
我国奶牛多出 500 万头，牛奶产量却少 5000
多万吨。1953 年时，美国奶牛存栏 2169 万
头，到 2012 年下降到 923 万头，牛奶产量
却上升到了 9086万吨，排名居世界首位。

近年来，我国奶业转型步伐逐步加快，奶
业正在从散养向规模养殖转变。不过，尽管
行业水平稳步提升，但总体上与国际先进水
平相比，差距仍不小。

优先发展巴氏鲜奶

面对近年来中国奶业发展过程中的起起
伏伏，一些奶业专家提出,大力发展巴氏鲜奶
产业，能让中国奶业走出“泥沼”，也有利于民
族乳业参与国际竞争。

何为巴氏鲜奶？1856 年，法国著名化学
家路易·巴斯德发现，加热可以杀死有害微生
物，后来他将这种方法用于生产安全的“消毒
牛奶”，牛奶的保质期由此延长到了数十小
时。采用这套“巴氏杀菌法”加工的牛奶就叫
巴氏鲜奶。

“牛奶除了营养功能外，还具备保健功
能，原因在于躲在新鲜牛奶中的活性因子。”
农业部原副部长刘成果说。

新鲜的牛奶中具有活性因子，所以对其
杀菌技术和保存时间都有严格要求。巴氏鲜
奶采用 60 摄氏度以下的低温灭菌，既能灭
菌又不破坏活性因子，保留了牛奶的保健功
能。与之相对应，通过 135 摄氏度以上的高
温灭菌法生产出来的常温奶产品，也称“纯
牛奶”，虽可以长时间保质，但其活性因子
已被高温破坏。

专家介绍，由于巴氏鲜奶所具备的纯天
然、原汁原味和保持活性因子的优势，目前在
发达国家和地区，消费量占整个乳品消费的
90%以上，而在我国，巴氏鲜奶只占乳品消费
的 20%左右。

巴氏鲜奶对奶源要求极高，必须采用新
鲜、安全的牧场奶源，不允许用奶粉还原。原
则上，巴氏鲜奶从挤出到生产，必须要在 24
小时内完成，且全程需要 2 至 6 摄氏度低温
冷藏、冷运、冷售，保质期只有 10 天。“选择巴
氏鲜奶就相当于从技术上选择到了好牛奶。”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原国
家牛奶标准定标组副组长曾寿瀛说。

专家表示，有些乳品企业长期以来仅依
靠大量个体散养户提供奶源，只能生产纯牛
奶，纯牛奶采用 135℃以上的超高温灭菌工
艺，对奶源没有特别要求，但这也正是奶品质
量“软胁”所在。

“国家要通过发展巴氏鲜奶，倒逼乳品企
业加强奶源基地建设，提升我国乳品行业的
整体质量水平。”曾寿瀛说。

我国奶业正经历从散养向规模养殖的转变——

突 出 重 围 靠 整 体 提 升
本报记者 黄俊毅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佳鲜农庄超
市，这是广东农垦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去年推出的实
体连锁品牌，目前已在珠三角地区开设了 10 家直营门
店，并在门户网站、微信等平台上开通了电子商城。

记者走进佳鲜农庄销售大厅，看到货架上的农副
产品一应俱全。“这个超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农产
品都可以查询到产自哪里、什么时间出厂等信息，改变
了我们的购物体验。”一位市民说。

“这里的农产品基本上都是农垦企业生产的,我们
将全国有特色的农产品汇聚到此，比如宁夏的枸杞、新
疆的大枣、东北的大米等。”佳鲜农庄总经理蔡杰告诉
记者，“我们这里农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都由农垦企业
负责，实现了全产业链可追溯。”

“经过多年的努力，农垦企业在农产品质量追溯、
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农业部
农垦局局长王守聪说。截至 2014年底，农垦系统的农
产品质量追溯建设企业达到 344 家，种植业产品可追
溯规模达 630 万亩，水产品可追溯规模达 56 万亩，可
追溯农产品覆盖谷物、蔬菜、水果、茶叶、禽蛋、牛奶和
葡萄酒、水果罐头等农副产品。

王守聪说,下一步农垦要集中力量打造一批组织
化、规模化、信息化水平高的现代化质量追溯亮点企
业，培育一批市场影响力大、市场营销能力强的知名追
溯产品品牌，形成一批可借鉴、可复制的先进典型；要
紧密结合互联网技术进步，重视消费者体验，实现便捷
查询。

农垦企业

构建质量追溯体系
本报记者 常 理

6 月的皖东，麦浪滚滚、机器轰鸣，一派丰收繁
忙的景象。安徽来安县张山乡庞河村种粮大户尤良国
的 300多亩连片麦田里，机械所过之处，露出了一排
排崭新的秸秆短茬。

“你看，这田里的小麦晒得又干又脆，收割机下
去秸秆粉得碎，茬口短。”在农技和农机人员的指导
下，尤良国提前联系好装有粉碎装置的收割机，计划
3天时间收割完自家麦田。

和农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尤良国是个精明的农把
式。“虽说秸秆还田每亩需多花费 10 元左右的费用，但
从去年还田效果来看，增加了土壤的肥力，改良了土壤
结构，估计能增产 5%以上，每亩至少增加 45元收入。”

1 个月前，张山乡就通过广播、短信等方式开展宣
传，让每家每户知晓秸秆还田的好处。同时，该乡以收
割机手、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为重点，开展农机、
农技一线服务，及时解决秸秆还田操作中的技术难题。

在来安滁州森禾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的厂房里，记
者看到粉碎的小麦秸秆、燃料棒成品堆成了山。“这是
成品区，里面有 8 毫米和 10 毫米两种规格光溜溜的燃
料棒，你们别看它个头小，能量并不少。”企业负责人周
良山说，他们把木屑、树皮、油菜秆、小麦秸秆用量进行
科学配比，生产出来的燃料棒热值不小于 3900大卡。

“产品已覆盖到南京、滁州、合肥等地，我准备再上
一条生产线，添置 2 个打捆机。”周良山说，今年企业已
在长山村、庞河村、桃花村、郭郢村设了 4 个集中收购
点，先后收集了 150吨左右的小麦秸秆。

对于货源问题，周良山一点也不担心，他说，小麦
等农作物 20 亩田基本上能出 1 吨秸秆，1 吨秸秆现在
收 100 元，“这在农村还是很有市场的，这两天卖秸秆
的农民不断打来电话”。

安徽来安

秸秆有了好去处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韩先秀

稻田里养螃蟹，卖了螃蟹再卖稻，辽宁省盘山县的
一种被称为“稻田养蟹”的农业生产模式，让当地农民
在一块水稻田里既种稻，又养螃蟹，得到两份收入。

地处辽河出海口的盘山县物产丰富，水稻和河蟹
是两大特产。近几年，随着盘山县河蟹产业不断壮大，
域内水库、沟渠、坑塘可利用水面已不能满足需求。当
地结合水稻产业，尝试在稻田里养螃蟹，于是有了“稻
养蟹、蟹助稻、稻增产、蟹丰收”的稻田养蟹生产模式。

近日，记者来到盘山县胡家标准化稻田养蟹示范
园区远远望去，这里的稻田表面看起来与常见的稻田
区别不大，但走进一看，却发现这里的稻田是一垄双
行。正在忙碌的农民白广才告诉记者：“一垄双行相当
于给河蟹搭建了一个窝。河蟹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排
泄物是最好的水稻肥料。”

经过多年发展，稻田养蟹在盘山县已经总结出“大
垄双行、早放精养、种养结合、稻蟹双赢”模式。据介
绍，这种模式解决了一些水稻种植和河蟹养殖中的问
题，实现了田中种稻、水中养蟹、埝埂种豆的立体生态
种植养殖模式。

近几年，盘山县努力把稻田养蟹产业不断做大，引
领带动更多农户走上致富路。在发展稻田养蟹的工程
中，当地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在田间工程改造等基础
设施建设上投资近亿元。如今在盘山县的胡家、甜水、
太平、陈家等河蟹养殖重点乡镇，均建立起标准化稻田
养蟹示范园区。

目前，盘山县河蟹养殖总面积达到 85 万亩，其中
稻田养蟹面积达到 40 万亩，全县稻田养蟹万亩以上的
乡镇有 10 个、有稻田种养新技术示范园区 15 个。预
计今年盘山县河蟹产值将超过 27 亿元，仅此一项就可
为全县农民提供人均纯收入 3000元以上。

辽宁盘山

一块稻田 两份产出
本报记者 张允强

在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朱顶镇，
无际绿野中，有一处牧场，占地 3500
亩，集中饲养奶牛 4 万头，它就是现
代牧业集团蚌埠牧场。蚌埠牧场采用
世界领先的封闭式恒温牛舍，通风照
明全部按照奶牛生理需求配备，实行
全自动化喂养、全自动清粪、全自动
挤奶及全自动粪污处理。场长陈明
说，这种设计既能保证奶牛正常生长
发育、最大程度实现集约化养殖，又
能实现畜牧废弃物循环利用。

紧邻恒温牛舍的，是挤奶厅和鲜
奶加工车间。挤奶厅有自动挤奶转盘
8 座，每座可给 80 头奶牛同时挤奶。
每天早、中、晚，上万头奶牛排队走
上转盘，5 分钟内就能完成挤奶全过
程。新挤出的鲜奶通过密闭管道，直
接送到旁边的液奶加工厂，两小时内

就变成整箱的成品奶。
据了解，国际上很多知名的牛奶

生产企业，从挤奶到加工成成品奶，
普遍需要 40 小时以上，而现代牧业只
需两小时。由于自己种草、自己养
牛、自己加工、自己销售，牛奶品质
完全由自己掌控，现代牧业生产的原
奶单位菌落数仅以千计，乳脂率高于
3.8%，乳蛋白率高于 3.2%，各项指标
都显著优于日本和欧盟标准。

现代牧业董事长兼总裁高丽娜说，
朱顶镇牧场只是现代牧业集团在全国
建立的27个大牧场中的一处，目前全集
团奶牛存栏数已超过20万头，仅蚌埠牧
场日产高品质生乳就达2700多吨。

继去年首获世界品质评鉴大会金
奖后，现代牧业集团今年再次获得这
项殊荣。

两小时:

从 挤 奶 到 成 品
本报记者 张 雪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持

续增长，随着城乡消费条件

和消费理念的不断成熟，奶

业消费的市场空间比过去更

大、更广阔、更丰富

对奶企而言，与其琢磨

“风口”在哪里，不如沉下心把

基础打好，品质好了，消费信

心会跟着增长

① 地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海拉尔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发展

奶牛养殖、草业种植，职工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图为农垦职工买了摩托车在大草原

上放牧。

② 在现代牧业蚌埠牧场，新鲜的优质原奶通过密封输送管道直达加工车间，

省去原奶存储运输、“预巴杀”、“高温闪蒸”等环节，生产速度世界领先。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