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第2位
河南培育了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207
个，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 821家，数量居全国第 2位，销售收
入7100多亿元，其中亿元以上企业近
4000家，10亿元以上企业超400家，
超100亿元企业12家。

丰富的原材料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粮食生产
大省和畜牧业大省，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粮
食生产核心区。

我省用全国1/17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10
的粮食，1/8的口粮，连续 12年粮食产量超
千亿斤，除满足全省1亿人口的粮食需求和
粮食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外，每年调出的粮
食及制成品超过400亿斤，对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河南省小麦产量居全国第 1 位，占全
国总产量的 1/4多。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居
全国第 3位，占全国的 1/10；其中，食用菌
产量全国第一，瓜果类农作物产量全国第
一。油料作物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总产
量的近 1/5；其中花生产量全国第一，占全
国的 1/4多；芝麻产量全国第一，占全国的
44%。水果产量居全国第 7 位，其中苹果
产量居全国第 3 位。畜牧业总产值 2425
亿元，居全国第一，占全国的 8.2%；其中
猪、牛、羊、禽肉产量全国第二，占全国的
8.2%；禽蛋产量也是全国第二，占全国的
13.7%；奶类产量居全国第四，占全国的
9.1%。这一组组数据，展示了河南农业的
实力，彰显出粮食生产始终是河南也是全
国的一张“王牌”。

足够强的农产品加工能力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加工转化大
省。

2017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 3.87 万
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36万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 29%，
占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的
12.2%。

河南粮食及肉类加工能力全国第一，其
中面粉加工能力占全国的 30%，2017年面
粉实际产量占全国37%，居全国之首。火腿
肠、味精、面粉、方便面、挂面、米面速冻制品
等产量均居全国第一；肉类加工基地和速冻
食品生产基地销售的产品，分别占全国市场
份额的 70％和 60％。全国市场 1/2的火腿
肠、1/3的方便面、1/4的馒头、3/5的汤圆、
7/10的速冻水饺都产自河南。

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河南重要的支柱
产业和经济增长点。河南不仅是全国粮仓，
更是“国人厨房”，正在走向“世界餐桌”。

众多知名农产品龙头企业

河南培育了省级农业产业化集群 207
个，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821
家，数量居全国第2位，销售收入7100多亿
元，其中亿元以上企业近 4000家，10亿元
以上企业超400家，超100亿元企业12家。

全国肉类综合 10强中河南有 3家；方
便面 10强中河南有 5家。双汇集团收购了
美国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成为全
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和供应商；河南华英禽
业集团是“世界鸭王”，国际市场占有率
30%；河南永达食业集团是肯德基在全国的

第二大供应商，也是国家航天员食品专供
商；三全、思念是中国速冻食品的开拓者和
引领者，速冻水饺、汤圆全国市场占有率约
60%，进入沃尔玛全球采购系统；伊赛牛肉
被评为“中国清真牛肉第一品牌”；雏鹰农牧
被誉为“中国养猪第一股”。

河南农产品质量过硬

河南坚持推进农产品生产标准化、绿色
化、品牌化，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常年保

持在 97％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中
国驰名商标”78个，省级以上名牌产品或驰
名商标630个，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地理标志等“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3598个。

河南还有一大批特色地域农产品享誉
中外：新郑大枣、铁棍山药、信阳毛尖、灵宝
苹果……

值得一提的还有食用菌，我省食用菌种
类丰富，香菇、草菇、金针菇、白灵菇、杏鲍菇
等一应俱全，实现了工厂化、规模化生产，去
年产值占全国14%，连续15年居全国首位；
出口香菇 87.6亿元，增长 21%，为河南最大
宗的出口农产品。

全省260个参展品种的好机会

张延明强调，产销对接，强调的就是不
但要产得好，还要销得好。这次活动组织了
500多家农产品龙头企业、电商企业、农批
市场、专业合作社以及种植、养殖、生产、加
工基地等参会参展，目的就是要供需双方进
行深度、直接对接。

在河南省特色农产品展览展示大厅，河
南省商务厅组织了全省 20多个大类 260个
品种的名优农特产品与采购商见面，其中
51个贫困县推出了 200多个品种，走出深
山、走出乡村，让更多绿色、生态、有机的放
心产品能够行销全国、全球。此次前来的多
数采购商都明确表示，要尽力帮助河南农产
品上行销售。同时，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也会
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整个农产品生
产、加工业的发展，从而达到产得好、销得
好。

河南农产品将更加货畅其流

搞好产销对接，产品生产是基础，货畅
其流是关键。河南省有非常好的区位、交
通、物流等优势，为促进农产品走出去按下
了“快进键”。

我省有 200多个成规模的农产品批发
市场，其中6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年销售额超
百亿元，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去年交易
额达到913亿元，位居全国前列。河南冷链
物流发展水平全国领先，冷库保有量约650
万立方米，冷藏车保有量 8500辆；果蔬、肉
类、水产品冷链流通率分别达到 24.7%、
44%、48.8%；全国冷链物流百强企业河南
有7家，鲜易供应链、双汇物流稳居前十位。

从国际物流通道看，近年来，河南朝着
“买全球、卖全球”这一目标迈进，逐步打通
空中、陆路、网络三条“丝绸之路”国际物
流通道。下一步，我省将围绕建设郑州国
际物流中心，打造多节点、全覆盖的物流
网络体系和全产业链现代物流强省,以冷
链物流、快递物流、电商物流为重点,推动
物流业转型发展，为我省农产品、全国农产
品“卖全国、乃至卖全球”提供坚实的物流
支撑。

张延明说，这次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对河南来讲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省将借
助东风，进一步加强、建设、完善全省农产品
流通体系，营造良好环境，使更多名优特农
产品可以更好地上行销售。

2.36万亿元
2017 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 3.87
万家，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 2.36万亿元，占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的29%，占全国规模以上农产
品加工业营业收入的12.2%。

■关键数据

我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78个，省级
以上名牌产品或驰名商标 630个，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地理标志等“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3598个。

3598个

我省农产品原料足够丰富、是
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加工转化
大省、拥有一大批知名农产品
龙头企业和交通物流发达等
综合因素，是促成首场对接活
动放在河南的主要原因。

张延明
省商务厅厅长

专版│082018年8月22日 星期三

●● ●● ●●

河南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将更加完善
——河南省商务厅厅长张延明谈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重要意义

2018 年 8 月 20 日—21 日，

2018 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行首

场对接和启动仪式在郑州举办。

本次活动由九大国家级商协会会

长亲自带队，并组织 500多家龙

头企业参会采购。

商务部为什么要将首场放在

河南举办，此举对于扩大我省优

质农产品销售、促进“三农”产业

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8 月 21

日，记者采访河南省商务厅厅长

张延明，请其就这些问题为我们

一一解答。

在张延明看来，我省农产品

原料足够丰富、是全国重要的农

产品加工转化大省、拥有一大批

知名农产品龙头企业和交通物流

发达等综合因素，是促成首场对

接活动放在河南的主要原因。

□本报记者 赵振杰

8 月 20 日—21 日，2018 全国农产品产销对
接行启动仪式暨首场产销对接活动在郑州举办，
全省各地土特产及加工农产品纷纷亮相国际会
展中心。记者观察发现，在此次活动中，不少百
年老字号打起了“网红”主意，纷纷推出自家的

“网红产品”。

白记“网红迷你小月饼”畅
销电商平台

到了开封，一定要吃沙家酱牛肉，临走再提几
包白记花生糕。

开封白记花生糕拥有河南名吃、中华名小吃、
河南省著名商标、开封老字号、开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多项荣誉。2017年 11月，开封白记荟萃斋
制作技艺和朱仙镇木版年画制作技艺一起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录入。

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花生糕，白记还
有老式月饼。8月 20日，记者在会展中心看到，白
记此次展出的主打产品是老月饼，价格在 50元~
200元，其中一款直径约 20厘米的老月饼获得了
不少采购商围观。

开封市白记荟萃斋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传统食品现在日益受到欢迎，他们的产品不
但卖到了全国各地，还有顾客购买后作为礼品赠送
国际友人。尤其是在今年6月白记推出了一款“网
红迷你小月饼”，有哈密瓜味、草莓味、五仁味等 7
个口味，月饼直径仅有4.5厘米，几乎一口一个。

“上线一个多月时间，销量很好，在淘宝和拼
多多上销量都在前列。”该负责人说，这种新品很
受年轻人欢迎，几乎供不应求。

记者在淘宝上看到，这款迷你小月饼月销量
达5761笔，7个小月饼恰好可放到一个餐盘里，看
起来小巧精致。更有网友评论称“请大月饼多多
关照我这小月饼”。

牛肉耍起了“呆萌”烧鸡讲
究“配酒”

除了白记，在此次展会上，还有道口烧鸡、禹
州粉皮、卫辉牛肉等，这些河南人钟爱的美食纷纷
拿出“看家本事”。

在展会一角的武小七道口烧鸡，工作人员直
接搬出来了一口大锅和一缸酒，邀人们随来随吃，
随来随饮。烹饪烧鸡的香味远远都能闻到，吸引
了不少食客排队品鉴“烧鸡配酒”。

该公司总经理赵继焕介绍，道口烧鸡是河
南老字号，武小七道口烧鸡在郑州已经开了多
家分店。

“从 8月 19日布展至 20日上午，已经供应了
300只烧鸡，来品鉴的食客一直没有间断过。”他
说，把郑州店里做好的烧鸡运过来还不够供应。

而卫辉牛肉企业世魁肉业则直接耍起了“呆
萌”，其除了传统的礼盒装外，还推出了网红呆萌
系列小袋装，取名为“未遂先生”，每一款包装上的
呆萌语言都让人忍俊不禁。

其中一款红油牛肉上的标语是“你说老妈老
妈我爱你！老妈说没钱负分滚出去”，引得不少前
来品鉴的食客解囊购买。

据展位负责人介绍，世魁肉业是中华老字号，
产品多以本地散装售卖为主，公司希望这款“呆
萌”产品能像良品铺子等的产品一样，获得年轻人
喜爱，并计划在电商上销售。

河南十八地市优质特产将
集中在天猫旗舰店

在此次展会上，记者还获得了一个消息：河南
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已经登陆天猫，目前商城
正在“装修”中。也就是说，以后通过电商即可买
到官方正品的河南特产了。

据悉，河南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由河南省
博览事务局、河南农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推
出，推出河南 108个县的优质农特产品，主推“三
品一标”产品，即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性
产品。

在电商上买特产容易买到“假货”该如何破
解？据旗舰店副总经理孙建华介绍，河南原产地
商品官方旗舰店推出的产品有溯源和监管体系，
保证了产地和产品的真实性。

都有哪些产品？西峡红心猕猴桃、荥阳柿饼、
卢氏槐花蜂蜜、确山木耳、宝丰土鸡蛋、逍遥镇老
丁家胡辣汤、怀山堂山药粉等都将在店内出售。

“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做出展示，并寻找好食
材。”孙建华说，希望通过旗舰店，打造农产品上行
供应链，推动河南各地特色农产品上线触网，促使
河南原产地商品走出河南，走向全国。

据悉，在此次登陆天猫旗舰店后，河南原产
地商品还计划登陆苏宁易购、京东等电商平台。

（杨桂芳）

全省260多个农产品集中亮相

“老字号”
打起“网红”主意

聚焦2018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行启动仪式
暨首场产销对接活动（河南）

河南名优特农产品吸引了大批现场观众的目光

道口烧鸡展示现场

南阳特产精彩亮相

意向客户聚焦“伊赛”

电商企业尽展优势

讲得认真、听得专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