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经2017年7月21日 星期五8

预计 2020年成为世界最大相关消费市场——

国内邮轮母港建设将进入4.0阶段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世界70%的邮轮母港仍在

1.0发展阶段，只有口岸集散和

登船功能，国内绝大多数邮轮

母港介于1.0-2.0阶段。随着

海工修造、商业配套及船舶物流

等港口功能完备，3.0版邮轮母

港诞生。未来，以深圳蛇口太子

湾为代表的邮轮母港将按照“前

港—中区—后城”的新型商业模

式，打造邮轮母港4.0版

《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17）》显示，全国乳制品抽检合格率99.5%——

我国乳品质量居世界前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奶业的发展不仅影响百姓的身体奶业的发展不仅影响百姓的身体，，更关乎着民族的健康更关乎着民族的健康。。近年来近年来，，

我国奶业一直在下功夫生产我国奶业一直在下功夫生产““放心奶放心奶””，，不仅注重乳品质量的安全可靠不仅注重乳品质量的安全可靠，，

同时也加快乳品加工优化升级同时也加快乳品加工优化升级。。通过不懈努力通过不懈努力，，我国乳品质量目前已我国乳品质量目前已

获得国际认可获得国际认可，，品质已居世界前列品质已居世界前列——

本版编辑 李 景

7 月 19 日，由中国奶业协会和农业
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北京）联合发布的《中国奶业质量报告
（2017）》显示，2016年，我国生鲜乳抽检
合格率 99.8%，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合
格率 98.7%，奶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让百姓喝上“放心奶”

我国连续 8 年实施生鲜乳质量

安全监测计划，监测范围覆盖全国

所有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

“十三五”时期，我国奶业以保障乳
品质量安全为核心，加快转变奶牛养殖
方式，推动乳品加工优化升级，现代奶业
建设不断向前迈进。

“尤其是去年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
继续加强乳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进一
步完善乳品法规标准体系，着力提高奶
牛养殖水平,全过程严格监管婴幼儿配
方乳粉,不断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构建严
密的全产业链质量监管体系和高效安全
的生产体系，有力保障了乳品质量安
全 。”中 国 奶 业 协 会 代 理 秘 书 长 刘 亚
清说。

据农业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主任王加启介绍，测试中心（北
京）按照农业部统一部署，带领全国 45
家质检机构，连续 8 年实施全国生鲜乳
质量安全监测计划，监测范围覆盖全国
所有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生鲜乳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日趋完善，监管力度不
断加强。

截至 2016 年，累计抽检生鲜乳样品
17.8万批次，检测指标包括违法添加物、
理化和微生物指标等 10 余项。生鲜乳
抽检结果显示，三聚氰胺等违法添加物
合格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100%；乳蛋白
和 乳 脂 肪 平 均 值 分 别 达 到 3.22g 每
100g 和 3.87g 每 100g，菌落总数平均值
降至 25 万 CFU 每毫升，体细胞数平均
值为 59.2 万个每毫升。质量报告数据
显示，2016 年，全国乳制品抽检合格率
99.5% ，婴 幼 儿 配 方 乳 粉 抽 检 合 格 率
98.7%，在各类食品中位居前列，即使与
国际标准相比较，也已达到了很高水平。

“发展奶业、提升奶业、振兴奶业，是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
务，我国多部门联手从奶源、产品和市场
流通等环节对乳制品监管，监管频次、力
度和标准的严格程度远超国外。当前我
国奶业发展势头向好，质量安全处于历

史最高水平。”王加启如是说。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既要完善

奶牛养殖标准和规范，建立健全乳制品
标准化生产体系，强化生产过程管控，提
高“产出来”的水平，更要构建严密的全
产业链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增强“管出
来”的能力。

进口奶不等于优质奶

2016 年，共有来自 19 个国家 10

类 154 批次进口奶产品不符合我国

现行国家标准，被退货或销毁

当前，尽管我国乳品质量有了很大
提升，但是，国内消费者似乎并不“买
账”，很多人宁可买进口还原奶，也不买
身边的巴氏奶。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
很关键的一条是由于消费者对国产奶的
信心不足。

对此，王加启认为，我国奶业从法规
政策、标准制度的完善到现代化奶源建
设、乳品生产质量控制等都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实现我国民族奶业的全面振兴，
恢复消费信心指日可待。

实际上，从奶品质量来看，备受市场
认可的“洋奶粉”“洋牛奶”不仅不是优质
奶，反而质量上存在诸多问题。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在 2016
年，共有来自 19 个国家 10 类 154 批次
进口奶产品不符合我国现行国家标准，
被退货或销毁。不合格的原因包括霉菌
超标、大肠杆菌群超标、超范围使用食品
添加剂、超过保质期、包装不合格等质量
和食品安全问题。

王加启说，质检中心连续多年对国
产和进口奶产品开展科学系统的比较评
估。与国产奶产品相比，进口奶产品的
热敏感指标糠氨酸含量明显偏高，β-乳
球蛋白等活性蛋白含量显著低于国产奶
产品，这说明经过高温处理的进口液态
奶活性受到了热伤害。同时，进口奶产
品还存在运输距离远和储存时间长等问
题。因此，进口奶产品很难为中国消费
者担当起优质奶的重任，优质奶产自本
土奶也是科学规律。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2016
年中国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状况白皮书》
显示，2016 年，我国乳制品进口贸易额、
市场占比连续两年出现下降。有分析指
出，由于国内乳企注重产品安全，奶牛养
殖日渐规范，国内消费者的观念也开始

出现转变，国产乳制品口碑树立，不少消
费者倾向购买国产品牌，或许是导致进
口量下滑的原因。

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

在被称为食品界“诺贝尔奖”的

世界食品品鉴大会上，多家中国乳

企大放异彩

当前，我国人均奶类消费量只有世
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发展中国家的
二分之一。未来，随着我国人均收入增
加、人口增长、城镇化水平提高，特别是
全面放开二胎后，奶类消费需求会不断
增加，乳品消费市场将被进一步激活。

作为市场的主体，乳品企业是引导
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近年来，我国乳
品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不断创
新提升乳品质量，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
影响力和美誉度。

前不久，在被称为食品界“诺贝尔
奖”的世界食品品鉴大会上，多家中国乳
企大放异彩：现代牧业纯牛奶 4 次蝉联
金奖，飞鹤婴幼儿配方奶粉 3 次蝉联金
奖，旗帜婴幼儿配方奶粉荣获特别金
奖。这充分表明，中国的乳品质量已经
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其品质已经进入
了世界前列。

《报告》建议，要支持企业做优做强，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范化、规模化、现代
化发展水平。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
力，支持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着力
提高乳品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培育一
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乳品品牌。

记者了解到，中国奶业 20 强企业
（D20）自建牧场荷斯坦奶牛存栏 168 万
头，占全国荷斯坦奶牛存栏总量的 24%；
乳制品销售额 1930 亿元，约占全国乳制
品销售总额的 55%。伊利、蒙牛还入围
全球乳品企业十强。

此外，光明、贝因美、新希望等乳品
企业以投资新建、收购和控股形式在新
西兰、澳大利亚、法国、以色列等国建立
了奶源基地或加工厂，乳品企业国际能
力和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明显提升。

奶业涵盖饲草料种植、奶牛养殖、
乳品加工等多个环节，推动奶业健康发
展，须建设全产业链，建立奶农与乳企
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使生产链条上下
游各环节有机融合、互助互利。农业部
有关负责人建议，企业要自建、收购、参
股、托管养殖场，提高自有奶源比例；政
府要扶持，支持奶农合作社提升专业
化、组织化水平，支持乳企加强奶源基
地建设，督促各方严格履行购销合同，
稳定产销关系。

深圳市邮轮旅游联盟暨深圳市旅游
行业协会邮轮专业委员会日前在深圳蛇
口太子湾邮轮母港宣布成立，以通过联
盟成员间的资源整合和互动交流，加快
邮轮旅游文化传播，实现整个行业的互
利互赢、共进共惠。

邮轮旅游在我国已进入高速发展
期。2006 年，只有 1 艘邮轮在我国开通
母港航线，出游人次不到2万名。到2016
年，我国已有 18艘邮轮开通母港航线，出
游人次达到214万名。目前，中国已成为
亚洲最大的邮轮旅游市场，预计 2020 年
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邮轮消费市场。

交通运输部 《全国沿海邮轮港口布

局规划方案》 提出，要在 2030 年前，
在全国沿海形成 2 个到 3 个以邮轮母港
引领、始发港为主体、访问港为补充的
港口布局，在全国形成 12 个始发港。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温文华表示，
发展邮轮经济是深圳紧抓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战略机遇、推进港口转型升级的具
体举措，也是落实水路交通与旅游融合
发展的具体实践，将对深圳乃至粤港澳
大湾区人员往来、旅游业发展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深圳蛇口太子湾邮轮母港是华南
地区惟一集“海、陆、空、铁”于一体的现
代化邮轮母港，享有深港融合圈、空港

辐射圈、海港服务圈“三圈叠加”效应，2
小时交通圈可覆盖 6420 万人口，人均
GDP 水平处于全国前列，邮轮旅游的潜
在客源市场规模巨大。据介绍，太子湾
邮轮母港于 2016 年 11 月 12 日在深圳
正式开港运营，截至今年 6 月 8 日，短短
半年间共完成邮轮靠泊 75 个艘次，进出
邮轮旅客 6.75 万人次。其中，本年完成
48 个艘次，进出旅客 4.52 万人次，预计
2017 年 内 将 扩 增 至 100 艘 次 邮 轮 靠
泊。招商蛇口总经理许永军表示，在邮
轮全产业链的基础上，太子湾邮轮母港
未来将全面打造拥有特色免税消费和
金融服务的政策创新型邮轮母港，力争

发展成为华南乃至中国最大的邮轮产
业基地。

据招商蛇口副总经理龚镭介绍，目
前世界上 70%的邮轮母港仍在 1.0 发展
阶段，即只有口岸集散和登船功能，国内
绝大多数邮轮母港介于 1.0-2.0 阶段。
他指出，邮轮母港 2.0 引入了商业、旅游
地产概念，丰富了码头配套业态。随着
海工修造、商业配套及船舶物流（尤其是
冷链物流）等港口功能完备，加之港口所
在地的旅游资源丰富，港口片区商业繁
荣等，3.0 版邮轮母港诞生，这类邮轮母
港经济将有力驱动所在地经济发展。

龚镭称，太子湾邮轮母港是招商蛇
口在“前港—中区—后城”的新型商业模
式下，按照“邮轮母港 4.0”超前概念打造
的世界级邮轮母港项目，体现的是一种

“邮轮经济”，具有全产业链的复合拉动
模式。

在近日举行的“2017 深圳邮轮旅游
嘉年华”闭幕式上，太子湾实现“双船同
泊”，其中“云顶梦号”邮轮来自国际知
名的云顶邮轮集团，达到 15 万吨级，专
为潜力巨大的中国及亚洲高端邮轮市
场打造，另一艘“海洋航行者号”是皇家
加勒比国际游轮公司属下的豪华游轮，
吨 位 达 13.8 万 吨 ，载 客 可 超 3000 人 。
目前，太子湾邮轮母港已开通新加坡、
苏梅岛、曼谷、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
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及地区航线，下
半年该港还将迎来星梦邮轮“云顶梦
号”、歌诗达“大西洋号”和“幸运号”等
重量级邮轮。

图为深圳蛇口太子湾邮轮母港实现“双船同泊”。 （资料图片）

中煤协确认——

煤炭价格实现0.1元/大卡目标
本报鄂尔多斯 7 月 20 日电 记者林火灿报道：2017夏

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开幕。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在交易会上表示，今年以来
煤炭市场价格虽然小幅波动，但处于合理空间，实现了行业
多年期待的 0.1 元/大卡目标，奠定了煤炭上下游产业互利
共赢发展基础。

自去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大型煤炭
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关于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文件精神，制定工作
方案、完善政策措施、安排奖补资金、治理违法违规、做好职
工安置、推进债务处置，扎实推进煤炭行业去产能相关工
作，推动了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消费和供应增加，行业
效益逐步好转。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煤炭产量、进口量和消费量均
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全国煤炭产量 17.12 亿吨，同
比增长 5%；煤炭净进口量 1.28 亿吨，增长 23.7%；初步测
算，全国煤炭消费量 19 亿吨，同比增长 3.1%；实现了全国
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

在供需基本平衡的背景下，全国煤炭价格虽有小幅波
动，但秦皇岛港 5500大卡动力煤中长期合同价格一直处于
550 元/吨以上的合理区间。前 7 个月，5500 大卡动力煤中
长期合同平均价格为 569 元/吨，市场煤价 600 元/吨左右，
实现了行业多年期待的 0.1元/大卡目标。

煤炭价格处于合理空间，带动了行业效益稳步回升。
今年前 5 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实现利润 1233.4 亿
元。其中，大型煤炭企业由去年同期亏损 37.4 亿元，转为
实现利润 513.9 亿元，行业经济效益稳步回升，为煤炭行业
去产能、脱困和转型升级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显政表示，尽管当前煤炭经济运行质量企稳回升，但
煤炭企业困难问题还较为突出。自 2012 年下半年至 2016
年下半年，持续 4 年的煤炭经济下行，煤炭企业拖欠职工工
资、社保基金、税费以及采掘工程和设备更新等问题突出；
企业债务总额高，还贷、还息、倒贷等压力大；企业办社会职
能、“三供一业”等向地方移交仍然面临较大困难；煤矿职工
工资不升反降的问题企业依然存在；虽然煤炭行业盈利水
平提高，但多数企业依然较为困难，煤炭企业经营与矿区稳
定的压力依然存在。

“我们还要看到，尽管煤炭产能退出力度大，结构调整
效果好。但去产能煤矿人员安置、资产与债务处置难度
大。”王显政表示，在 2016 年全国淘汰落后、化解过剩产能
2.9 亿吨的基础上，今年继续加大去产能力度，全国煤炭生
产结构不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大幅减少，单井生产规模大
幅提高，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不过，去产能煤矿职工安置
任务越来越重，配套资金不到位，地方提供的公益性岗位
少；去产能煤矿资产、债务处置政策不明确，多数企业贷款
由集团公司统贷统还，随着去产能煤矿关闭数量增加，集团
公司债务越来越重，经营风险加大。

炎炎夏日，伴随着高温，吐鲁番沙疗产业乘热兴起。
正午时分，在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亚尔镇上湖村的维吾尔
医医院沙疗中心，五颜六色的遮阳伞，绽放于座座沙丘。

“一次疗程 10 天左右，花费 1500 多元，效果不错。还
能欣赏风景，了解风土人情，感觉挺好。”来自河南的李军
峰，正在伞下刨坑沙疗。患有风湿性关节痛的他，已是第
4 年来吐鲁番沙疗，这次他还邀请朋友同来体验。

“像李军峰这样来沙疗的内地游客正在增多。”从医
14 年的沙疗中心特色科主任克然木·阿不地热木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2016 年来吐鲁番沙疗的游客达 4 万人次，
内地患者占 50%左右，每年以 20%的速度增长。

“吐鲁番沙疗的秘诀是独特的高温+黑沙。”克然木·
阿不地热木说。吐鲁番地处我国海拔最低的内陆盆地，
最高温度达 50℃，每年的 6 月份至 8 月份平均最高温度都
在 38℃，素有“火洲”之称。这里的沙子蕴含钙、镁、钾等
磁性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超出普通沙子 9 倍，呈灰黑色。
两者结合，可以治疗腰腿痛、坐骨神经痛等多种疾病。

为了满足更多的沙疗患者，2016 年吐鲁番积极争取
国家资金，建设了 6200 平方米的吐鲁番市沙疗养生养老
康复中心，现已投入使用。

随着沙疗升温，当地的居民收入节节攀升。2015 年，
亚尔镇启动特色沙疗小镇建设，沙疗中心附近街区的 68
户农户利用棚户区改造机会，统一建成商住两用别墅。
亚尔镇副镇长迪力夏提·麦合苏提说：“依托沙疗，很多村
民走上了经营家庭旅馆、农家乐的富裕路。”目前，上湖村
共有标准农家家庭旅馆 110 家、农家乐 28 家。

在上湖村，村民巴吾丁·胡吉艾合买提的农家乐绿意
盎然，农家饮食区、沙疗体验区、民族服饰展示区划分整
齐。刚建好的 3 层楼房，拥有 20 个床位、8 间商铺。“来吐
鲁番旅游的人多了，农家乐收入比种地好多了。”2016 年，
巴吾丁的农家乐收入近 30 万元。

“相比每年超过 500 万人次的游客数量，吐鲁番旅游
的发展并未与沙疗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吐鲁番市副市长
帕提古丽·艾比布拉介绍，目前来吐鲁番沙疗游客中有
75%的人是为了治病才来，顺便旅游观光；25%左右的人
前来沙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养生保健。

目前，吐鲁番有 11 处沙疗资源，但常年稳定经营且具
有一定规模的沙疗点仅有 1 处。这是由于沙疗淡旺季分
明，露天埋沙疗法集中在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气温高
的 6 月份至 9 月份，营业时间仅占全年的三分之一，淡季
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产业链单一，产品开发不足；资金短
缺、人才匮乏，加上基础设施、服务配套、市场管理滞后等
因素，制约着吐鲁番沙疗产业的发展。

下一步，吐鲁番将利用沙、热资源，对沙资源和沙疗
产业统一规划，采取“沙疗+”发展模式，构建“医、养、游”
为核心的沙疗产业发展综合体，打造集沙疗、康复、旅游、
中医民族医疗技术服务于一体的沙疗健康产业园。

与旅游良性互动——

吐 鲁 番 沙 疗 乘 热 兴 起
本报记者 马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