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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用菌协会常务副会长高茂林谈我国食用菌行业发展特点
包括香菇、双孢蘑菇、平菇、金针菇、黑木
耳、毛木耳、银耳等常见的“四菇三耳”，还
“十二五”
期间，
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迅 包括巴氏蘑菇、
真姬菇、
等珍稀食用菌。
速，
初步实现了布局区域化、
品种多样化、
园
优势基地及园区建设快速发展。我国
区规范化、
生产专业化、
加工增值化、
经营产 长江三角洲地区依靠资金、技术和人才优
业化的发展目标，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势，在金针菇、杏鲍菇、双孢蘑菇等工厂化
产量产值平稳增长。据中国食用菌协会的 生产中进一步领先于全国，并紧追欧美日
统计，2014 年全国食用菌总产量 3270 万 韩等发达国家，形成了工厂化生产优势基
吨，
产值 2258.1 亿元；
全国食用菌类出口量 地。
58.2 万吨（干、鲜混计），创汇 29.06 亿美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元。食用菌已经成为继粮食、油料、果品和 观光博览园区、文化旅游科普园区等成为
蔬菜之后的第 5 大种植产业。
展示现代食用菌科技进步成果、推广食用
这是记者在日前召开的“中国食用菌 菌健康饮食文化、传播食用菌文化科普知
行业大会暨 2016（中国连云港）春季博览 识、推动食用菌产业提档升级，拉动食用菌
会”
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消息。
产品消费的重要基地。
据中国食用菌协会常务副会长高茂林
工厂化生产逐步走向专业化。截至
介绍，
我国食用菌行业发展呈现 9 个特点。 2015 年，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企业达
食用菌产区范围继续扩大。
“十二五” 626 家，
年产量 183 万吨，
提质增效显著，
产
期间，我国食用菌产区范围继续扩大，产业 品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工厂化生产的也扩
布局呈现“东菇西扩”
“南菇北扩”的发展趋 展到金针菇、杏鲍菇、双孢菇、蟹味菇、海鲜
势，
主产区从东南地区、
华东地区、
东北地区 菇等十几个品种。我国食用菌工厂化生产
和中部地区等开始向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 凸显出高效、专业化发展的势头，已成为食
扩展，
四川、
贵州、
云南、
甘肃、
新疆、
山西、
陕 用菌产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主力军。
西等省出现了一批新兴的食用菌产区，
目前
食用菌保鲜加工呈现较快增长。食用
各省市区均有食用菌生产基地。
菌生产企业对食用菌保鲜储运以延长货架
栽培品种持续增加。我国食用菌种类 期，
加工增值以拓展市场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有 936 种，
可人工栽培的种类近 60 种，
目前 高。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食用菌保鲜与加
已商业化规模栽培的种类达 36 种。不仅 工产品的品种、
产量和产值呈现出较快增长

□ 本报记者 丁 莹

的势头。同时，
随着食药用菌有益人类营养
与健康的概念得到广泛认知，
在全国产业模
式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
整个食药用菌加工
领域正在步入一个新增长阶段。
市场流通主体多元化发展。全国食用
菌优势产区已初步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专业
交易市场，
如北京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菌类
交易大厅、河南西峡双龙香菇批发市场、福
建古田食用菌批发市场等。食用菌批发市
场在产品集散、
供求调节和价格形成等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承担着全国交易总
额的50%～80%，
在全国100家左右的批发
市场中，
约有6成左右年交易额超过亿元。
对县域经济发展和助农增收作用明
显。据了解，全国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县有
100 多个，
从业人口逾 2000 万，
已经形成了
黑龙江省东宁县等一大批全国知名的食用
菌主产基地。这些主产基地县带动了农民
增收、
农业增效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一批
龙头企业发展迅速。2015 年，
中国绿宝、
天
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主板
上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发展较快，
具备一
定规模的已超过 4000 家，这些专业合作社
通过规范自我，
建立与菇农有效的利益联结
机制，增强了菇农抵御风险能力，并分享到
增值收益。
资源循环利用的成效显著。食用菌产
业是变废为宝的循环产业。现在已经由当

豆子不省心
消费须谨慎

本报讯 （李梓琴 记者傅江平）近
日，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布了 2015 年
第四季度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
结果。据了解，此次抽查的食用农产品样
品 1080 份，39 份不合格，样品合格率为
96.4%。而在各类产品中，豆类合格率为
最低，仅为 69.2%。
深圳市食药局负责人表示，抽取样品
主要来自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
超市 4 个环节。其中种植业样品 360 份，
28 份不合格；水产品样品 360 份，8 份不合
格；畜禽类产品 360 份，3 份不合格。针对
不合格产品，深圳市食药局已对其进行了
跟踪处理。
在本季度抽检的水产品中，不合格产
品主要存在着氯霉素等药物超标的现象。
氯霉素在农业部公告中名列为禁用药物，
因其对人体的造血系统危害很大，是禁用
抗生素。此外，氯霉素可抑制骨髓造血功
能造成过敏反应，还可导致肠道菌群失调
及抑制抗体的形成，该药已在国外较多国
家禁用。
在抽检的蔬菜中，涵盖了芸薹属类、叶
菜类、鳞茎类、瓜类、茄果类、豆类、根茎类、
水生类等 8 大类蔬菜 47 个品种，共 268 份
样品，其中不合格样品有 27 份，合格率为
89.9%。
随着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蔬菜的生
长期已越来越短，而由于环境污染的加剧，
蔬菜的病虫害愈发严重，绝大部分蔬菜需
要连续多次放药后才能成熟上市。农药污
染较重的有叶类蔬菜受到的污染比例最
大。茄果类蔬菜如青椒等，嫩荚类蔬菜如
豆角等，鳞茎类蔬菜如葱、蒜、洋葱等，农药
的污染相对较小。
针对蔬菜存在农药残留，专家建议消
费者可以使用两种简单快捷去除蔬菜上的
残留农药。一种是加热烹饪法，蔬菜上残
留的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随着温度的升
高，分解会加快。因此，可以先用清水将表
面污物洗净，放入沸水中 2~5 分钟捞出，然
后用清水冲洗 1~2 遍后置于锅中烹饪成菜
肴。这种方法常用于芹菜、圆白菜、青椒、
豆角等。另一种是清水浸泡洗涤法，一般
先用水冲洗掉污物，然后用清水浸泡，浸泡
不少于 10 分钟，必要时可加入果蔬清洗
剂，增加农药的溶出。这种方法主要用于
叶类蔬菜，
如菠菜、生菜、小白菜等。

初仅利用棉杆、油菜杆、玉米芯等 20 多种。
近年来，
中国食用菌协会不断加大对循环经
济的宣传、推广力度，并组织行业利用各种
形式进行经验交流，
以食用菌—有机肥—农
作物、
食用菌—饲料—养殖—沼气—农作物
等多种循环利用模式在全国广泛推广，
农村
废弃资源得到多次利用，实现多元增值，为
净化农村环境，
提高废弃物综合利用水平作
出了贡献。
科技创新实力增强。全国相关科研单
位百余家，
主要是近20所大专院校，
近30个
省级以上农业类研究院所，
有中国工程院院
士 两 人 。 国 家 和 省 级 科 技 平 台 14 个 ，
2006～2014中央财政支持项目27个，
经费
约3.1亿元，
地方财政支持项目约400项，
经
费 2 亿元左右。企业也建立了自己的研发
队伍，
在推广优良品种，
更迭栽培原料，
改进
栽培技术，
提高设施技术，
新材料、
自动控制
等高新技术方面发展较快。
几十年来，
食用菌产业为我国繁荣农村
经济，
推动农民致富，
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社
会注意新农村做出了重要贡献。食用菌产
业已经成为农业领域优势产业，
是发展一二
三产业相融合的典型，
是精准扶贫和脱贫的
重要产业抓手。在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农产
品与
“一带一路”
以及
“互联网+”
相结合的有
利条件下，食用菌产业发展又逢新机，发展
动力更足，
前景广阔。

仝 江

摄

提品质 重追溯 促增
促增收
收
——黑龙江现代农业绿色转型见闻
□ 王 建 管建涛
在广袤的黑土地上，黑龙江将农业
发展投向“绿”字号农产品，同时建立可
追溯系统，使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
要，不仅“种得好”，而且“卖得好”，带动
农民增收。

控肥减药绿色发展
虽已寒冬腊月，室外气温达到零下
30 摄氏度，延寿县信合有机稻米专业合
作 社 理 事 长 姚 洪 亮 却 没 有 闲 下 来“ 猫
冬”。今年姚洪亮准备扩大绿色有机水
稻种植面积，他盘坐在农民炕上，讲解绿
色有机大米的效益，动员农民带地入社。
发展有机水稻，不能使用农药，稻田
除草是一大难题。为此，姚洪亮参照玉
米覆膜模式，发明了“覆膜有机栽培技
术”，攻破了种植过程中的除草、防虫等
难题。去年，信合有机稻米专业合作社
有机水稻面积达到 330 多公顷，单位面
积效益是普通大米的一倍。
在黑龙江垦区创业农场，去年该农
场开展“三减”
（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
剂）试验田，在一块展示板上显示着水稻

侧深施肥与一般施肥的对比情况。创业 种、育苗、插秧到田间管理、生产加工等
农场农业科科长暴勇介绍，水稻侧深施 所有环节均一目了然。
肥技术虽然减少施肥量 10%，但并没减
黑龙江海伦市工业开发区内的原野
产，反而实现了高产、节本、绿色发展。
食品有限公司，数十名工人分装速冻黏
黑龙江省农科院总农经师矫江说， 玉米的画面呈现在一张监测显示屏上。
黑龙江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的资源优势和 “这是企业的有机黏玉米可追溯系统，不
区域特色得天独厚，化肥使用量仅为全 仅可以监看到玉米的全程种植情况，也
国平均水平的 1/3。笔者从黑龙江省绿 能监看到所有加工、分装情况，并且扫一
色食品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截至 扫产品的二维码，就可实现产品的全程
目前，该省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面积达 可追溯。”原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中
到 480 万公顷，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4， 军说。
已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加工
在黑龙江省建立可追溯系统，正成
基地。
为越来越多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选择。黑
龙江绿色食品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全程可溯安全放心
人介绍，黑龙江已有 266 家绿色有机食
在 黑 龙 江 省 望 奎 县 龙 娃 农 业 厂 区 品企业进入追溯体系，3 年内将实现全覆
内，公司董事长翟清斌盯着多个视频监 盖。
控画面。
“ 黑土地不仅管粮食安全，还能
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开发领导小组办
管好舌尖上的安全，为消费者提供安全 公室提供数据显示，去年黑龙江省绿色
放心的食品。
”翟清斌说。
食品省外销售额接近 1030 亿元，产品遍
为让消费者放心，龙蛙农业建成了 布全国、远销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
“寒地黑土绿色安全追溯体系”。走进龙 2015 年底，黑龙江绿色有机企业总数达
蛙农业产品展示区，笔者随便拿到一款 600 家，参与绿色有机食品生产的农业专
产品，掏出手机扫一扫包装上的二维码， 业合作社达到 160 多个，完成绿色食品
就会出现一个信息框。这包大米从选 加工总量 1350 万吨，同比增长 4.65%。

水肥一体化推广势在必行
2016 水溶肥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韩维阳）日前，由复合
肥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养分资源高效开
发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诺贝
丰（中国）化学有限公司承办的“2016 水溶
肥国际高峰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农业部、
水利部、中国氮肥工业协会、以色列大使
馆、中以农业交流合作中心及西班牙大
学、挪威生命科技大学的有关负责人、专
家学者以及国内种植大户参加了此次论
坛。
论坛旨在促进水肥一体化在中国的
应用和推广，探讨“十三五”期间节水节肥
高效农业的健康发展。农业生产离不开
水和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少、水资源匮
乏、能源自供不足，资源约束日益趋紧，但
目前大水漫灌、过量施肥等粗放生产方
式，造成了我国肥料利用率明显低于农业
发达国家，还带来土壤板结、酸化等一系
列问题。水肥资源约束已经成为威胁粮
食安全、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限制
因素。作为破解以上难题的综合配套措
施，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和施肥融合到
一起，具有明显的资源节约、自动高效的
优 势 ，从 而 被 誉 为 现 代 农 业 的“ 一 号 技
术”。

针对我国水肥一体化发展现状与趋
势，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节水处处长
杜森指出，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水肥一
体化是“控水减肥”的关键途径，目前水肥
一体化推广面积大概在 467 万多公顷，根
据农业部部署，到 2020 年，将新增水肥一
体化推广面积 533 万多公顷。杜森指出，
未来推进水肥一体化应加强研发配套产
品、完善技术模式、强化示范推广、优化推
广机制，政企研多方合力推进水肥一体化
技术的全面发展。
水利部灌溉排水发展中心灌溉处副
处长顾涛在题为《中国高效节水灌溉发展
形势》的报告中指出，节水灌溉的目标是
到 2020 年，农田有效灌溉率达到 55%，节
水灌溉率达到 64%，发展高效农业灌溉面
积 1920 万公顷。这将为推广水肥一体化
技术提供有利条件，为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和效益、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支撑和保
障。
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秘书长王立庆回
顾了水溶肥行业发展状况，分析了我国水
溶肥发展的新趋势，对行业发展提出建
议。王立庆指出，节水农业改变了传统的
农业生产模式，实现水肥一体化，不仅需

要研发化肥新产品，还需要发展配套的灌
溉设备。国内目前迫切需要加大农业领
域应用与推广上的力度，使得水溶肥这类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肥料在我国农业领
域发挥其优良效能。王立庆在谈到我国
水溶肥产品生产现状时指出，产品标准滞
后，标准不统一，监管乏力，市场混乱，假
冒伪劣产品多等问题，亟待解决。
会议中，来自以色列、西班牙、挪威等
水肥一体化技术发展成熟国家的知名教
授，以及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也就水
溶肥及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发展经验及发
展建议作了深入探讨。西班牙大学灌溉
管理教授乔治·加西亚·莫利欧就精密的
灌溉系统和新技术对用水和生产成本的
降低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详细的介绍。挪威
生命科技大学教授拉斯·巴肯就水溶肥堪
称对肥料养分管理及减少对环境影响的最
佳工具议题与大家进行了分享。以色列大
使馆国际农业科学与技术参赞尤博恩做了
以色列农业技术对中国和全世界的影响
的演讲。以中农业交流合作中心首席代表
科凡就以色列沙漠农业奇迹，科技改变农
业议题与大家进行了精彩的分享。
养分资源高效开发与综合利用国家

搞不明白怎么办
□ 胡立彪

每到春节前，河南省濮阳县新
习乡刘堤口村年画艺人就开始忙
着印制年画，全都是手工活，他们
印制年画的办法就如古代印刷术
的“活化石”，繁杂中透着原始。在
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刘堤口村的木
板年画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市场需求的消亡，这里的民间
木版年画将只能成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物馆里的“展品”了。图为
年画艺人刘明种一家正在赶制木
版年画。

深圳 2015 年第四季度农产品
抽检豆类合格率仅有七成

新闻连连看

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大学陈清教授
就水肥一体化技术关键与发展趋势进行
了综述，介绍了水肥一体化的关键设备、
关键产品和适宜模式，认为未来的水肥一
体化不仅要满足作物营养生长需求，还要
解决作物生产障碍问题。
诺贝丰（中国）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正大集团执行副总裁魏刚在演讲中指
出，诺贝丰一直致力于把世界上最高端的
水溶肥和先进的滴灌设备引入中国，从中
国的实际出发，融合以色列先进的滴灌技
术和资金，依托金正大的国家级研发生产
平台，以领军企业的责任感专注于中国水
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引领中国水肥一体
化的潮流，助力中国农业可持续性发展，
为广大种植者创造更高收益。
据悉，诺贝丰计划在中国投资 10 亿美
元，打造世界最大的水溶肥生产基地。目
前诺贝丰山东临沭基地一期年产 30 万吨
已顺利投产，这对于中国水溶肥行业发展
具有重大的里程碑式意义。预计 2016 年
底，华东、西南、西北各生产基地将陆续建
成投产，百万吨产能将出现在中华大地
上，2018 年，诺贝丰水溶性肥料总体产能
将突破 220 万吨。

笛卡尔说：
“ 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他的意
思当然不是说“反正是无知不如不学了”，而是说“只
有不断学习才能战胜无知”。那么，按照笛卡尔的想
法，现实生活中，遇到搞不明白的事怎么办？答案很
简单：学习。
学习，最要紧的态度，是谨慎。马应龙日前就因
为不谨慎出了问题。2016 年 1 月 25 日，马应龙被爆
遭美国 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点名。FDA 公告
指出，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马应龙复方甘草口服溶
液，其英文说明中未列明药品中含有吗啡，目前已启
动召回。1 月 26 日，马应龙股价下跌 9.54%。目前，
国内药品监管部门对于止咳糖浆类药品中吗啡成分
的标示并无特别规定，所以，按照马应龙官方的说
法，其产品符合国标，没有问题（可以不在说明中标
注）。但所谓“入乡问俗，入国问禁”，这是基本常识，
你的产品要到美国卖，就得首先搞清人家有什么规
定。因为不谨慎，犯了低级错误，马应龙的教训不可
谓不深刻。
当然，
“ 无知”的东西太多，搞清先学什么也很重
要。对于消费者而言，搞清自身权益，习得维权的法
律知识至关重要。四川省乐山市市民田先生花 60
多万元订购了一辆丰田普拉多，但提车时却发现 4S
店提供的实车与宣传材料不符。他认为这涉嫌虚假
宣传，于是向店方提出“换车加支付延迟交车赔偿”
或者“退车加违约赔偿”两个处理方案。如果双方无
法达成一致，田先生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结果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田先生知道用
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相比田先生这样知法用法，那些
遇事要么忍让退缩，要么大吵大闹甚至砸车打人的消
费者，该好好反思，好好学习了。
忍让或吵闹，都是非理性的，是无知的表现。除
此之外，在消费上还有一种常见的非理性行为：境外
代购。澳大利亚媒体报道，除了购置房产与代购奶
粉、维生素，令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代购直呼“抓狂”
的物品版图已然发生了“扩张”，包括车厘子（樱桃）在
内的澳大利亚新鲜果蔬也被代购们划入目标范围。
中国代购者常常通过澳大利亚非官方网站为其中国
的亲戚朋友购买大量商品，生鲜食品也逐步被列入代
购清单。境外代购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
内消费环境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但毫无原则地不信任
国内市场与不加鉴别地相信境外市场，同属失智行
为。不过，对于这种现象，最该反思的还是国内企业
和监管部门，是他们的失职（失掉职业操守及职能作
用）导致国内消费者的失智。
关于企业“失掉职业操守”，还有更确切的例证。
日前，中消协联合国际铜业协会（中国）发布家电消费
与服务大数据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半数以上消费者
关注家电核心部件的材质问题，消费者购买家电时
最关注的是“维修服务”因素。报告还显示，消费者
在选购家电时，也非常注重“获知权”的权利，其占比
高达 69%。与“越缺什么越显摆什么”一个道理，消
费者越关注“维修服务”，恰恰说明这一块企业商家做
得最差，他们“失掉”的本应负的责任最多。当然，消
费者在家电维修服务上希望拥有更多的权利诉求，注
重“获知权”，这也释放出一个信号：企业商家要小心
了，消费者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无知”，他们正通过
学习懂得越来越多维护自身权益的知识，他们手中已
握有一把维权之剑，而且这把剑正变得愈发锋利。
过去市场环境不健全，消费者法律意识较差，一
些企业商家在市场可以靠“无知”及由此而生的“无
畏”赚钱，但时移世易，现在情况变了，轮到企业商家
好好学习了。

天津支持“双创”
日趋精准化

本报讯 （李 鲲 周润健）为支持创新、创业，天
津各级政府、高校、创业平台和投资方越来越重视向创
业者提供“精准支持”。
中国民航大学党委书记景一宏说：
“根据我校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的跟踪观察，目前大学生创业者群体面
临的最大困难不是资金问题，而是缺少把创意变成创
业的指导。”学校为学生创业设立了规模约 300 万元的
基金，但目前创业导师相对缺乏，因而学校正在鼓励、
联系更多的教师和企业结合自己的教学和业务指导学
生创业。
曹旦曲是中国民航大学会计专业大三学生，
他的另
一个身份是天津叶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他的公
司注册于 2015 年初，主要为航空专业学生和工作人员
提供英语培训服务，
一年来的销售收入约为90万元。
“学校帮助我们注册企业，帮助我们下账报账，这
对一个大学生创业团队而言非常重要，而除此之外，我
们对获取商业信息和法律方面的指导也迫切需要。”曹
旦曲说。
目前，仅天津市已认定的众创空间数量便达到
106 个，其中 55 个区县众创空间已经聚集了 5400 余
名创客、
近 1200 个创业团队和近 1200 家初创企业。
天津首批认定的众创空间凯利达创投咖啡创始人
吕鹏辉表示，根据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调研，我国目前
创业成功率不足 3%，
“虽然国家和各地都为扶持创新
创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能否利用好他们满足创业
者的需求始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天津市和平区区长彭三认为，当前政府扶持创业
需要借助一些专业的企业孵化中介载体，一手牵政府、
一手牵创业团队，把创业团队的难题和政府政策有效
对接。
彭三说，政府作为管理者直接对创业者“号脉”容
易号不准，相比之下，市场中的一些企业孵化载体却能
够根据政策为创业者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心理咨询等
各项业务。
“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这些载体，
就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定制式服务，不同于原来政府包
办，这是一种精准式的支持和服务。”
据彭三介绍，和平区政府正在和其辖区内因为受
到电商冲击等原因停止营业的百盛、津汇等商场场地
产权人进行对接，引入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知名企业
孵化机构，将这里改造成全新的双创空间。
创业需要资金支持，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更需要“按
需服务”。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王晓鹏说，他主
要经营无人机组装和航拍业务。他不仅从凯利达得到
投资，还学会了如何运营一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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