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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品食 品
投稿信箱 hnrbsp@163.com 网址 http://food.hnrb.cc/

河南省食品价格走势监测
（河南商务信息播报）

河南省猪肉价格止跌回升

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发起单位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
越来越注重改善生活品质。怎样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
要，是每一个有责任的食品生产企
业都必须做好的功课。雏鹰集团
秉承“责任、成长、价值”的核心理
念，以保证食品安全为底线，以发
展生态产业，引领时尚生活为目
标，以全产业链建设为途径，以产
品可追溯为手段，以为国人提供绿
色、安全、健康的猪肉，让国人不再
为餐桌上的猪肉制品担忧为追求，
为保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雏鹰集
团肩负让国人吃上安全肉的重任
不断前行。日前，记者深入雏鹰集
团，探究雏鹰集团从“源头”到“餐
桌”的完整产业链。

多管齐下力保百姓舌尖安全

质量安全是企业生命，雏鹰集
团在行业内率先引入首席质量官
制度，由集团副董事长侯五群担
任。集团公司及各中心、各分（子）
公司成立以其总负责人为组长的
质量安全领导小组，增强全员质量
安全意识。着眼长远发展，打造以
生猪养殖为主导的完整产业链，从
饲料源头到百姓餐桌，确保产业链
各环节安全可控，使食品安全真正

落到了实处。并且在中国优质粮
仓东三省建设基地，开展玉米、大豆
等饲料原料农产品的购销、风干、贮
运等业务，为公司饲料厂提供主要
饲料原料，真正做到从源头上严格
把控原料安全。并通过自有铁路
专用线，直接运达饲料加工厂。

在 养 殖 环 节 ，采 用“ 雏 鹰 模
式”，对生猪进行分阶段、流程化养
殖，提高各阶段农户的专业水平，有
效保证养殖效率和产品质量。在
屠宰环节，引进世界一流水平的荷
兰施托克公司生产的屠宰设备，采
用二氧化碳致晕技术，同时，采用电
脑控制、同步检疫、低温排酸、同步

安全追溯等新技术，率先在生猪养
殖环节完成 HACCP 体系认证，将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应用于从
农场到屠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

雏鹰集团做到了产业链条的
完整可控，目前已形成以生猪养殖
为主导，拥有粮食贸易、饲料生产、
生猪养殖、肉类加工、冷链物流、连
锁专卖、电子商务等为一体的完整
产业链体系。

为了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看
得见的安全，吃得到的健康美味，

“从养殖到餐桌”的食品安全追溯
管理系统已建立，通过提取生产、
加工、流通、消费等供应链环节消

费者关心的公共追溯要素，建立了
食品安全信息数据库，原料、饲料
检测、养殖、屠宰、冷链配送、销售
等各环节全程追踪，确保产品的安
全。消费者通过智能手机扫描产
品包装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追溯到
产品的“生产履历”。

发展生态产业
引领时尚生活

为了顺应人们对绿色、安全、
高端食品的需求，雏鹰集团利用三
门峡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将三门
峡雏鹰黑猪作为生态养殖重心，充
分发挥猪种的特性，通过轮牧放养
与科学饲喂相结合，保证了特色猪
种的健康成长。这种养殖方式，不
仅符合欧美发达国家要求的动物
福利标准，而且使雏鹰黑猪增加了
运动量，提高了抵抗力，肉质更健
康、鲜美。

2013 年 11 月，三门峡雏鹰黑
猪荣获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生态
原产地产品保护证书，成为目前我
国生猪养殖领域唯一获得国家生
态原产地保护的产品。2014 年 9
月，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为三门
峡雏鹰农牧有限公司颁发了“福利
养殖金猪奖”，是对雏鹰集团生态
养殖方式的极大认可。

打造生态品牌
满足消费新需求

在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的
今天，吃什么最安全？怎样吃最安
全？我们还能吃什么？我们应该
怎样吃？这是人们经常发出的疑
问。面对人们的疑问和困惑，为实
现“让国人吃上安全肉”的承诺，雏
鹰集团精心打造旗下首个终端产
品品牌“雏牧香”，以“安全、健康、时
尚生活”为品牌定位，依靠完整产业
链的全力保障，致力于为广大消费
者提供绿色、健康、安全的食品。

目前，雏牧香产品已布局北京、
上海、深圳和河南等地区，并进驻沃
尔玛等大型商超，为消费者提供多元
化便捷的消费选择。与此同时，雏鹰
集团力图打通线上销售渠道，与线下
销售合力运营，运用互联网科技，推
出休闲、酱卤等一系列食品，满足网
络消费群体方便快捷生活方式。目
前，雏牧香产品体系已包含冷鲜肉、
休闲食品、酱卤、低温、速冻、高端发酵
火腿六大系列300多个品种，充分满
足了不同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保证国人的食品安全，为国人
提供健康、安全、生态的食品，是雏鹰
人的梦想。雏鹰人愿为“中国梦”的
实现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
1 月 19 日-25 日，我省生活
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运行
平稳，其中猪肉价格止跌回
升。重点监测的 60 种商品
中 27 种价格上涨占 45%，15
种价格持平占 25%，18 种价
格下降占 30%。分大类看，
桶装食用油、白条鸡、鸡蛋
价格回落，粮食、食糖、奶制
品价格稳定，猪肉、蔬菜、水
产品、水果、食盐价格走高。

粮 食 零 售 价 保 持 稳
定。上周我省粮食零售价
与前一周持平。其中小包
装大米、小包装面粉均保持
稳定。目前我省粮食市场
购销两旺，预计后期我省粮
价仍将以稳为主。

桶装食用油零售价小
幅走低。上周我省桶装食
用油零售价较前一周下降
0.06%。其中大豆油、花生
油 、调 和 油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0.17%、0.07%、0.15%，菜籽
油保持稳定。受原料价格
持续低迷、油料现货供应充
足的影响，预计后期我省食
用油价格仍将在低位徘徊。

猪肉零售价止跌回升。
上周我省猪肉零售价较前一
周上涨0.5%，较去年同期下降
7.48%。其中精瘦肉、五花肉
环 比 分 别 上 涨 0.89% 、

0.39%。受春节临近，需求稳
步回升的影响，预计后期我省
猪肉价格将呈现震荡上行的
态势，但受制于猪肉市场行情
低迷的影响，涨幅将相对有限。

禽蛋零售价小幅走低。
上周我省白条鸡零售价较与
前一周下降 0.13%；鸡蛋零
售价较前一周下降 0.72%。
受节前需求逐渐放大的影
响，预计后期我省禽蛋价格
将有小幅走高的压力。

蔬菜批发价小幅走高。
上周我省蔬菜批发价较前一
周上涨 3.66%。其中叶菜类
蔬菜中的生菜、油菜、大白菜、
圆白菜环比分别下降2.64%、
1.65%、1.41%、0.88%；瓜果
类蔬菜中的辣椒、冬瓜、青椒、
黄瓜、西红柿、茄子、苦瓜环比
分别上涨 15.98%、10.33%、
10.19% 、8.11% 、5.84% 、
5.01%、4.92%。受季节性因
素影响，预计后期我省蔬菜
价格仍将在高位运行，如遇
低温、雨雪等异常天气，不排
除大幅上涨的可能。

水果批发价小幅走高。
上周我省水果批发价较前一
周上涨 1.35%。其中苹果、
西瓜、梨、葡萄环比分别上涨
2.71% 、1.42% 、1.24% 、
0.94%。预计后期我省水果
价格仍有小幅走高的压力。

●● ●● ●●

雏 鹰 集 团

肩负食品安全重任 打造完整产业链
雏鹰集团始创于 1988 年，20

多年的风雨打磨，始终坚持“责任
成长 价值”的核心价值观。现已
发展成为以生猪养殖为主导，集
粮食贸易、饲料生产、生猪养殖、肉
类加工、冷链物流、连锁销售、电子
商务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农牧企
业集团。

“人无信不立，企无信不存。”
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今天，雏
鹰集团倡导行业自律，以实际行
动践行“诚信”核心价值观，严于
律己，不断夯实产品质量和安全
的根基。

作为一个食品企业，保证食
品安全不仅仅是一句口号。雏鹰
集团构建完整产业链体系，实现
从饲料源头到养殖、屠宰、加工、配
送、终端等各环节全程安全可控。
采用“雏鹰模式”，打造了一套让农
户、合作商为自己干的制度，实现
人人是老板的目标，极大地提高
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

公司在业内率先引入首席质量官
制度，打造严苛的质量管控体系，
为安全生产提供制度保障，将危
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落实到全产
业链的各环节。公司自建“从养
殖到餐桌”的食品安全追溯管理
系统，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看得
见的安全，吃得到的美味。

为实现“让国人吃上安全肉”
的承诺，公司倾力打造“雏牧香”
生态产品，从将“雏牧香”推向市
场，到三门峡雏鹰黑猪成为生猪
养殖领域唯一荣获国家质检总局
颁发的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的产
品，雏鹰集团用实际行动不断践
行着做安全食品的责任。食品安
全和产业健康发展任重道远。雏
鹰集团将一如既往地把食品安全
落实在完整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以企业的成长承担起食品安全和
农户致富的双重社会责任，体现
企业对产业发展的价值！

（雏鹰集团董事长侯建芳）

我省首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正式发布

结合实际情况，经河南省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首
批7个河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正
式发布。其中涉及《复合调味料》、

《发酵型蒸制面制品》、《豆油皮》、
《花生糕制品》、《油茶》、《方便胡辣
汤》、《水磨白糯米粉》7项标准为立
项项目。其中《方便胡辣汤》、《水磨
白糯米粉》是在省质监局发布的原
地方标准基础上进行修订。按照

《河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
法》要求，各标准起草负责单位根
据标准制定的程序，先形成标准草
案，然后经广泛征求社会及相关监
管部门意见，并由河南省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通过，最终形
成标准正式文稿。据了解，下一
步，河南省卫计委将继续加大地方
标准工作力度，制定2014年立项的

《代用茶》等4项标准。
（河南省卫计委食品安全综合

协调与卫生监督处）
我省新添8家国家级出口食

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近日，从河南省检验检疫局

获悉，河南省新添 8 家国家级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至此，河南省内示范区总数达到
了 17 家，成功升至“榜眼”。国家
质 检 总 局 日 前 发 布 公 告 ，河 南
2014 年新推荐的灵宝市香菇、卢
氏县香菇、固始县柳编、内乡县猪
肉、汤阴县鸡肉、温县四大怀药、
民权县果蔬、洛阳市洛龙区牡丹
芍药种苗花卉 8 家出口食品农产

品质量安全示范区顺利通过质检
总局考核，被质检总局批准为国
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区。据了解自 2009 年起，质检
总局在全国大力推行示范区建
设。其核心是从食品农产品安全
大环境的宏观管理入手，在出口
较为集中的地区，引入国际先进
的管理理念，倡导“地方政府主
导、监管部门参与、生产企业落
实、全社会监督”，从而建立以区
域化管理为核心、覆盖从种植和
养殖源头到餐桌全过程、符合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的质量安全
示范区。 （河南省检验检疫局）

五农好酱采用独特的恒温窖
藏工艺

五农好酱在上市前都要经过
的“恒温窖藏”工艺储存，这不仅能
在卫生条件上达到标准，低盐低
糖对人体更加健康，五农好酱从
原料进厂到加工好，之后进行窖
藏，再到上市销售，一般要经过六
个月左右的时间。“恒温窖藏”的条
件尤为苛刻，酱窖内必须全年保
持恒温、恒湿的状态。根据检验
报告显示，经过窖藏的酱，不含黄
曲霉素以及其他致病菌，大肠杆
菌的含量符合国家食品检验标
准。五农好酱在窖藏的过程中，
酱内所含营养物质得到充分地转
化，从而产生有益于人体健康的
各类物质，五农好酱的“三年好酱”
被称为“黄金酱”，对改善人体的综
合代谢平衡有着很大的帮助。五
农好酱经过窖藏，蛋白质含量大
大高于其他酱类。 （白素静）

临近春节，年货市场红火起
来，糖果市场各种营销战略对抗
正酣。而徐福记却耐心地从消费
者身体健康角度出发，通过产品
的升级改良，推出符合消费者身
心健康的产品，悄无声息地赢得
了市场的认可。

研发有益于健康的产品

“人体糖分摄入过多过少都不
益于身体健康，我们以消费者的健
康为核心，以产品品质和口味口感
为主要突破点，研发出微甜不腻，
口味出色的系列产品，覆盖老年、
小孩等所有人群的口感诉求。”徐
福记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

据了解，新年糖换“新装”的背
后是研发的大力投入，2014 年全球
最大的糖果研发中心落户徐福记，
欧洲巧克力大师亲临徐福记指导
研发，“升级、改良”成为食品行业
的首要任务。在优化品类结构，丰
富产品线的同时，开发麦谷力、朱
古酥心和脆朱古力豆等休闲巧克
力类产品，岩板烧综合礼包、沙琪
玛醇浓系列礼包与夹心米果卷团
圆包等饼点类产品。

品牌形象受市场认可

笔者走访各大超市，在年糖

专柜，从柜台装饰到产品，都呈现
出多元化的特点。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便是徐福记专柜宣传海报的
新代言人高圆圆。为满足消费者
对口味多元化的需求，综合口味
的包装成流行趋势。以徐福记新
年糖桶为例，内含超过 16 种口味
的糖果。据超市导购介绍，徐福
记希望一次购买可以满足消费者
更多的享受，单是徐福记年糖便
已有 30 多种选择。

受市场竞争影响，徐福记也在
营销战略做出了调整。据悉，1 月
15 日-2 月 18 日，买徐福记包装年
糖满 18 元即送喜庆的红包袋 1 包，
买满 48 元即送精美的徐福记礼袋
1 个，买满 88 元即送时尚环保徐福
记福袋 1 个。但徐福记相关负责
人表示，无论市场怎么变，只有提
高产品的质量与优化产品结构，才
能增强消费者对国内糖点企业的
信心与黏合力。 （梅雪艳）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种社会
常态，我国的60岁老年人比例高达
亚洲第一，14%左右。基于这样的
社会想象，养生保健成为当下的热
门话题。但养生保健前提是绿色、
健康、安全。珍之韵商贸结合市场
现状和需求，汇聚和吸收多种养神
珍品，打造养生健康平台。

河南珍之韵商贸有限公司是一
家稀有土特产礼品公司,秉承绿色、
无污染、养生保健的宗旨，汇聚全国
各地的珍稀土特产精品，历朝历代
的皇家指定贡品，原产地定量采购，

按食品标准分量包装，分类组合成
保健礼品、山珍礼品、茶类礼品、杂
粮礼品、寿诞礼品、养生礼品等。

据介绍，珍之韵的天然菌类
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养生杂粮，
特别是配方杂粮即将是他们的首
选产品。加上他们合作的各地稀
有土特产，绿色种植粮食、面粉、
以及无添加的粮食深加工产品，
考察认可的纯粮酿造的酒类、醋
类、植物油类产品，都已精包装和
家庭实惠包装投放市场，受到消
费者的欢迎。 （崔怡）

白茶，属微发酵茶，是汉族
茶农创制的传统名茶，中国六
大茶类之一。是一种采摘后，
不经杀青或揉捻，只经过晒或
文火干燥后加工的茶。具有外
形芽毫完整，满身披毫，毫香清
鲜，汤色黄绿清澈，滋味清淡回
甘的品质特点。属轻微发酵
茶 ，是 中 国 茶 类 中 的 特 殊 珍
品。因其成品茶多为芽头，满
披白毫，如银似雪而得名。主
要产区在福建福鼎、政和、松
溪、建阳四地。

白茶的制作工艺是最自
然的，把采下的新鲜茶叶薄薄

地摊放在竹席上置于微弱的
阳光下，或置于通风透光效果
好的室内，让其自然萎凋。晾
晒至七八成干时，再用文火慢
慢烘干即可。郑州市二七区
一叶堂茶行负责人介绍，一叶
堂秉承无污染有机茶的宗旨，
为消费者提供健康养生的有
机茶，制作的白茶为有机茶园
中的明前及雨前茶。经过整
个冬天的长时间及低温的自
然生长，芽头肥厚，口味鲜醇，
避免了施农药、催生长的污染
环节，而次年新长嫩芽亦无残
留头年农药的问题。 （任月）

诸子百家，百家争鸣。郑州诸子百家
茶叶有限公司是一个以百家文化为主题
的多元素企业，秉承“百家智慧，清茶一
盏”的理念，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面向社
会。诸子百家主要以六大茶类为主、汇聚
了茶文化精髓，以茶具、字画、玉器、养生
为辅，在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上、在文化的
领域里自成一格，诸子百家总经理张卜懿
秉承以“优质产品”的理念，每年都会到茶
山上亲自监制制茶的每个流程，张卜懿
说：“只有苛刻的严格才能出好茶，才能让
每一个老百姓喝上产地正宗的茶叶。”如
今经过四年的努力经营，郑州诸子百家茶
叶有限公司现已有两家直营店、两家加盟
店。 （黄颖）

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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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记以消费者健康为核心
推出微甜新年糖走俏市场

本报记者 闫良生

食话
食说

完整产业链：食品安全和产业发展的根基

品味有机茶严控源头污染

汇聚珍品打造养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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