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食品价格走势监测
（河南商务信息播报）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
半年我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充足，品种丰富，价格总体呈平
稳运行态势。但受季节性供求
变化、养殖周期和禽流感等因
素影响，猪肉、鸡蛋、蔬菜等品
种部分时段价格波动较大。

粮食价格温和上涨，食用
油价格小幅下跌。粮食市场
总体供需平衡有余，但在托市
政策、刚性需求及种粮成本增
加等因素支撑下，价格总体呈
温和上涨态势。食用油市场
供应充裕，价格稳中有跌。

猪肉价格触底反弹，牛羊
肉价格持续走高。受养殖周期
波动和猪肉消费不旺等因素影
响，年初以来我省猪肉价格持
续下跌。国家有关部门分别在
3月底和5月初两次启动冻猪
肉收储，6月末全省猪肉价格为
22.01 元/公 斤 ，同 比 下 跌
10.2%，较年初下跌15.7%。

鸡蛋价格涨幅明显。5月
23日全省鸡蛋零售均价已涨
至历史最高点10.21元/公斤，
较去年同期上涨 32.1%。端
午节后，鸡蛋价格虽有短暂回
落，但整体仍处高位。

蔬菜价格先涨后跌，阶段

性波动特征明显。受严寒天
气和春节因素影响，一季度蔬
菜价格涨幅较大。二季度气
温回升，市场蔬菜供应增加，
价格持续回落。6月末全省蔬
菜批发均价为 2.39 元/公斤，
同比上涨14.4%，但与春节高
点相比下跌了49.6%。

下半年走势预测：总体来
看，下半年重大节假日较多，
是生活必需品传统消费旺季，
价格稳中趋升的可能性大。

我省粮食生产连年丰
收，市场供应充裕，消费需求
稳定，稳中趋升仍是后期价
格运行的主基调。

中秋节前，鸡蛋需求大幅
增加，价格有再创新高的可
能。但由于新补栏的蛋鸡陆
续进入产蛋盛期，下半年鸡蛋
价格将呈高位震荡态势。

蔬菜生产和供应受天气
因素影响较为明显，下半年尤
其是四季度极端灾害天气较
大，蔬菜价格波动较为明显。
尤其是入冬后，本地露天蔬菜
退市，大棚菜和外埠反季节蔬
菜供应量将大幅增加，在种植
成本和运输费用等支撑下，蔬
菜价格有持续走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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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来自于生态良好的
有机农业生产体系，其生产和加
工，不使用化学农药、化肥、化学防
腐剂等合成物质，也不用基因工程
生物及其产物。因此，有机食品被
称为纯天然、高品质和安全环保的
生态食品。随着食品安全受到人
们的关注，有机食品在国际和国内
市场需求量剧增。但在市场利益
面前，混淆概念、真假不一、认证过
期、降低标准等问题开始显现，严
重制约了有机食品快速发展。

量与质：市场需求百姓为难

目前中国有机食品的消费额以
每年 30%-50%的速度增长，据预
测，未来10年内，我国有机食品年均
增长率都将达20%～30%。在此进
程中，部分商家开始挂起羊头卖狗
肉，有的真假混淆，有的认证过期依
然从事生产。为此，国家今年4月1
日起施行《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
法》，防止因认证引起的食品安全不
良事件。对餐饮养生颇有研究的白
领刘丽道出了大多数人的疑虑：“经
过包装流通的有机食品有认证标签
可查，但号称以有机食材烹调的菜
品如何验证？”甘思咪哚云南风尚餐
厅总经理宋海涛表示：“云南菜品以
菌类主打，因生长在雪山之上且产

量较少所以昂贵，一例上等菌汤数
百元，但的确是高营养价值，用不用
上等食材这主要看是否诚信经营和
诚心做菜。”

记者晒了一笔价单：有机黄瓜
每斤 35.7 元、西兰花 64 元、青椒 26
元……假若每月以有机蔬菜计算，
生活费接近3000元，即便是中等家
庭也难以承受。河南农业大学食
品质量与安全系主任宋莲军表示：

“生产有机食品其实很难，需要在
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绝对禁止使用
农药、化肥、除草剂等人工合成物
质，甚至对土壤、空气、水源等环境
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

困与惑：科普失位市场失范

尽管我国的有机食品消费需
求在持续增长，但普通老百姓仍
然不买账，造成出口量增、内销停
滞的局面。业内人士表示：除了
价高的因素，宣传普及有机食品
的作用也是主要因素。行业内亟
须标杆行业的引导，社会更需媒
体的宣传推广。致力于生态农业
的河南瑞阳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的粮油生鲜类食品市场
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没有帮消费
者建立一种品牌消费意识，市场
混乱，给了不良商家可乘之机，使

整个食品行业处于被拷问的状
态。瑞阳有机面粉采用非转基因
小麦品种，海拔 800-1000 米伏羲
山区高山种植，种植过程中不使
用农药、化肥，制粉采用标准化的
石磨低速低温加工，拒绝增白剂、
增筋剂、防腐剂等，保留了胚芽等
全部营养，生产的面粉营养丰富，
麦香浓郁；被营养学专家称为植
物牛奶。”

中鹤集团作为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建立自己的清
洁粮源生产基地，实现粮食原料
的清洁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通过改善土壤成分，实现秸秆还
田和种植机械化，提高粮食产量
和质量。中鹤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鹤的面粉、挂面、品鲜等产品
已覆盖东北和西北，逐步向内陆
渗透，在中鹤未来的产业集群建
设中，现代农业模块主要是开发
绿色有机蔬菜。”

转与机：净化市场寻找新机

新修订的《有机产品认证管理
办法》于今年4月1日全面实施，对
有机认证的实施、监督管理和处罚
进行了具体规定，对规范有机行业
发展、重建消费者对于有机食品信
心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正在规范中

的有机市场增加了推动力。
有机食品市场需求剧增，掘金

有机食品行业渐成商家追逐的方
向。去年，伊利金典在北京宣布，

“金典有机奶全程可追溯”系统正
式上线。中国最大的有机乳品公
司以及国内唯一一家符合欧盟有
机标准的垂直整合有机乳品公司

“中国圣牧”15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
板成功挂牌上市。从这两个巨头
奶企动作可窥见，有机奶行业正以
超高的品质要求和市场份额谋求
扩张。

记者了解到，有机食品对产业
链上中下游有着严苛的要求。比
如上游的有机耕种农药喷洒要减
少 98%，肥料减少 95%，因此这对
认证的审批和后期的监管提出了
更高要求。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土
地资源丰富，有待开发的有机生产
基地很多。据悉，目前全国有20多
家有机认证机构，但河南至今没有
一家。被誉为“中国养猪第一股”
的雏鹰农牧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让国人吃上安全肉是雏鹰的核心
发展理念，绿色生态，环保有机也
是未来食品行业的发展方向。在
多数食品企业寻求转型的同时，绿
色有机食品将是重要的市场机
遇。”

有机食品：有人欢喜有人忧
——关注有机食品市场的困与惑

本报记者 闫良生 陈天恩

关于有机食品的种种研究
与争论，在国际上一直存在。
在我国，这个话题最近也愈来
愈热。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人心惶惶之际，标榜“纯天然，
健康，无污染”的有机食品虽然
价格要比常规食品昂贵得多，
却似乎更让人放心，市场越来
越大。

近几年，我国有机产品行业
以人们惊诧的速度发展，其兴起
本来源于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
忧。在问题食品、垃圾食品、有
毒食品危害人们健康的时候，有
机食品成了人见人爱的“大众情
人”。正因此，一些不法商家纷
纷打起有机认证的歪主意，一些
正规认证机构大肆倒卖有机证
明，一些行业组织也打着“认证”
的幌子变相收钱，而一些商家盲
目迷信各类证书，使许多有机食
品“挂羊头卖狗肉”，有机食品变
成“投机食品”。

不可否认，食品通过有机
认证，可以让食品凭证获得较
高的价格，对商家形成激励，从
而促进有机食品的生产，也让
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权。但认
证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有
利于商家发展；否则，有损商家
的形象。而今，有机食品认证
遭受到利益支解，沦落到花钱
就能买证的地步。如此认证乱

象，暴露了有机食品认证管理
的混乱以及商家丧失诚信原则
和社会责任意识等诸多问题。

人们原本对有机食品的认
识不全面，而现时想当然地认
定它就是比普通种植的农产品
更为安全。普通人可能在超市
也无法辨认出绿色的、无公害
的以及有机之间的差异。更难
以获悉它们的生产是否合规、
是否真的较之普通农产品更安
全。而作为普通消费者，应该
清楚的是自己选购有机食品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安全营养，还
是崇尚自然，目前，无论是在中
国还是其他国家，崇尚自然的
生产方式并不一定代表着营养
和安全，除非有着严格的质量
生产体系与追溯体系。

有机食品作为一种区别于
工业化生产体系的食品生产体
系，它的存在有较强的需求和
意义。对于政府来说，应该支
持有机食品行业做大做强，强
力保障有机食品行业的纯真
性。因此，政府应该支持行业
发展，并尽快建立健全行业规
制，并加强监督和处罚力度。
今年 4 月 1 日起我国实施的新
版《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是对有机食品行业的保障和规
范，应该在现实中严格保证其

“大行其道”。

有机食品不能变为“投机食品”
□ 郭皓月

●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7 月 17 日发布了一个好消息：总
投资近 1.4 亿元的“河南省食品
药品安全信息化服务平台”将有
望在 2017 年建成。同时，河南
还将确立分级管理体制，各级地
方政府对本级的食品药品安全
工作负总责，落实乡镇政府食品
药品安全工作责任。在农村行

政村和城镇社区设立食品药品
监管协管员。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7月20日，由河南电视台
公共频道主办，河南电视台公共
频道《爱上生活榜》栏目承办的

“跟着大厨学做菜”活动在郑州市
登瀛楼酒店召开。本次活动以食
品安全健康为主题，将河南最具
特色的凉拌菜与安全健康紧密结
合起来，展示河南豫菜及外来菜
的风范，通过评选活动，促进凉拌
菜多样化、品质化、特色化发展，

进一步促进省会郑州夏季餐饮市
场的繁荣发展。

（王伟丽）

● 7月20日，甘思咪哚郑州宝
龙店4周年店庆之际，精心准备了僳
僳族新鲜的手抓饭，火把节民族舞
蹈绚丽多姿，来自云南怒江大峡谷
最正宗的美食、好酒等风情美味。
据负责人介绍，在这里可以尝遍云
南各民族的特色原生态美食，更可
感受神秘奇特的民族文化风情。他
们追求的是一种家的感觉，亲切、温
馨而自然，让您流连忘返。（张丽君）

质量保证激发市场无穷活力
——郑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坚守质量安全获消费者赞誉

麻和辣怎么在舌尖
上区分？火锅油脂怎么
来？鲜毛肚究竟该怎么
吃？近日在郑州市区悄
然“走红”的又一重庆老
品牌火锅“火锅而已”告
诉你答案。品牌负责人
告诉笔者：“目前在郑州
东区和中心市区有两家
店，因口感不错，吃法不
同，受到食客的欢迎。”
据了解，为确保油脂质
量和餐饮安全，他们采
用通过 QS（食品质量安
全）认证一次性的牛油
底料，不添加辣椒素、增香剂，避免食客衣
服上会留下味道；此外，厨房的设计和规
划严格按照卫生监督部门的要求，安装油

水分离器，保证油品的不再回收，杜绝“口
水油”。

（张丽君）

诗圣杜甫有着“紫驼之峰出
翠釜”的诗句，这表明很早以前骆
驼就被古人所认识，我国北方少
数民族饲养骆驼并利用驼奶已有
几千年的历史，诸如哈萨克人用
驼奶辅助治疗肺结核、腹泻等疾
病，尤其是对慢性消化道疾病的
治疗效果很好。

“从来没喝过纯液态驼奶，今
天真的喝了两杯。”30多岁的王女
士说，曾为孩子选择奶粉而头痛
的她了解过多种奶制品，驼奶没
有过敏原，可增强小孩的免疫力，
但一直没找到信得过的驼奶品
牌，这次让她发现了旺源驼奶。

“喝完一杯，淡咸味的醇香驼
奶流入肠胃，眼前闪现出一群高
大的骆驼在大漠里奔走。”这才是
真正的原生态、有机品吧，一位品
尝者说。

骆驼的神奇不仅在于不吃
不喝能活 87 天，只喝水能活 108
天，更在于它摄入大量的盐和储
存大量脂肪，在保持很高血糖浓
度的同时，却不会发生糖尿病等
代谢性疾病。现代科学研究表
明，骆驼奶里含有五种特殊成
分，被誉为“长寿因子”，由胰岛
素因子、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丰
富的乳铁传递蛋白、人体体积微
小的免疫球蛋白和液体酵素组
成。它们的有机组合，可以让人

体日渐衰老的所有内脏器官年
轻态的修复。骆驼奶里还含有
许多人们未知的人体急需的稀
有元素。综合考证，骆驼奶对人
的糖尿病、肾病、胃病、健康长寿
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新疆旺源驼奶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骆
驼奶被誉为“沙漠软白金”和“长
寿奶”，“旺源”实业是国内一家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驼乳深加工企
业和骆驼系列产品研发企业。“旺
源”牌驼奶系列产品选用新疆阿
勒泰有机骆驼生鲜奶，经现代工
艺，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驼乳中特
有的营养成分，旺源驼初乳、儿童
驼乳粉无任何添加剂，无疑是妈
妈的最佳选择！其含有大量的免
疫活性因子，最接近母乳的免疫
抗体，不含有过敏原，是婴幼儿的
高级营养奶源。

骆驼产业的开发潜力和市场
前景非常广阔，未来两到三年，旺
源驼奶要使总投资由现在的3000
多万元上升到 1 亿元，分期建设、
逐步实现驼奶深层次产品和骆驼
系列产品的全面开发。今后还将
建设驼乳香皂等护肤系列产品、
驼肉深加工产品、驼乳胰岛素保
健品和药品生产线，使驼奶这一
稀缺资源转化增值，为人类健康
造福。 （张丽君）

解读新疆旺源骆驼奶：

“沙漠白金”

最受河南消费者喜爱的饮料品牌展示
2013 年 9 月，Pentawards 国际

包装设计奖颁奖典礼在西班牙巴
塞 罗 纳 举 行 ，统 一 巴 马 泉（PET
500ml 包 装）荣 获 2013 年 Penta⁃
wards“饮料、水”类别的包装设计
金奖！

在追求外观完美主义，勾勒时
尚饮水理念的同时，对品质的不懈
追求和对质量的严苛要求是保证品
牌影响力，市场辐射力唯一源泉。

知行合一：理念推动持续发展

十几年前，航空港区确定为河
南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2002年
3 月 26 日台商投资区成立，统一企
业以敏锐的投资眼光在同年 6 月
在港区成立郑州统一企业有限公
司，投产至今，整整十年过去，郑州
统一企业始终秉承品质好、信用
好、服务好、价钱公道的经营理念
铿锵前行，以其新颖的包装、特有
的口感、安全的品质确保在市场的
领军地位。

郑州统一企业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坚持
食品安全为先，质量诚信为本，企
业责任为重，消费者评价为标，本

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原
则，带动地方企业与当地经济发
展。原料就地取材，人才就地吸
纳，提供 2500 多人的就业机会，为
地方的经济发展担当一些企业责
任。”

内外合一：质量安全赢得市场

郑州统一企业相关负责人表
示，品牌是市场影响力，品质是企
业生存活力。我们在包装设计上
追求完美是期望给予消费者一个
愉悦的心情，在品质质量上追求卓
越更是希望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安
全、放心、健康、美好的生活质量。

在原物料采购方面，郑州统一

企业有限公司严守食安三道防线：
即供应商资质审核、供应商实地评
鉴、原物料食安检测，做到原料安
全，源头安全。

与此同时，他们还做到生产管
理的安全，郑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严格按照总部规划及要求，引进国
际先进生产设备，定期进行设备维

护保养及人员食品安全意识培训，
为生产过程质量的管控打好基
础。品保部门严把制程品质、成品
出厂品质关，从生产到出厂确保产

品质量，建立了可追溯的质量管理
体系。

此外，食安预警方面，郑州统
一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了食品安全
委员会，严格按照总部要求，定期
汇报食品安全预警信息，检讨运作
情况，保证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制度
有效运行。

研产合一：创新求进撬动市场

统一企业始终坚持创新求进
的立业精神，并以强大的创新研发
能力始终矗立在市场前沿。郑州
统一企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推出新品需要承担消费者不
买单的风险。但要想长远发展，拓

展市场，就必须承担这个风险，敢
于吃第一个‘螃蟹’。”他还表示，至
于消费者不买单的风险，企业是可
以通过产品研发、试饮、包装等多
个方面的努力来最大程度地降低
风险。

据了解，统一企业（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设有专门的研究所，主导
各类产品的开发，记者在市场一线
了解到，统一的饮品辐射商超、商
店等大街小巷，绿茶、冰红茶、奶
茶、多果汁等多个系列数十个品种
为河南消费者“解渴”。

企业相关负责人还表示，统一
在方便面等系列产品上同样坚持
质量安全赢得市场的理念。据悉，
今年 5 月份，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
心（CSISC）发布了《2013 中国饮料
品牌口碑研究报告》，统一企业以
无可争辩的高分，均夺得了口碑总
指数的第一名。

6 月 14 日，统一企业（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什邡酸菜包工厂荣获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颁发的“全
国食品科普教育基地”牌匾，充分
肯定了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在食品领域做出的努力及成
果。 （陈天恩）

上半年我省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情况
及下半年趋势预测

检验员正在对统一其他产品成分构成进行认真检测
统一生产线正在紧急生产统一生产线正在紧急生产，，仅绿茶生产线仅绿茶生产线2424

小时生产达小时生产达5050万瓶万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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