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癌”被困，因“爱”突围。自今年 4 月 15
日全国抗癌日以来，东阿阿胶发起的“血脉浓情

关爱有‘浆’———复方阿胶浆癌友关爱活动”已

进行到第三季，累计关爱数突破 3万名。

癌症治疗期间，如何增强免疫力，保护骨

髓和元气，避免出现贫血和疲乏现象，确保放

化疗的效果，是每一位癌友及家属关注的问

题。东阿阿胶从 2002 年开始，就与癌友协会

成立项目小组和癌友会社群，持续开展癌友

关爱活动。多年来，东阿阿胶通过复方阿胶浆

在临床上的实际应用，以及对患者临床治疗

效果的跟踪调研，已建立起一个具有科学价

值的样本数据库。同时，东阿阿胶还开展了肿

瘤相关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肿瘤疲乏综合

症等临床干预课题的研究，为循证医学积累

证据和临床经验，促进肿瘤学科的发展。

这么多年，一个又一个战胜癌症、燃起生

活希望的消费者不断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复

方阿胶浆癌友关爱活动已经形成惯例，每年

都会开展。我们将会根据癌友需求，不断改进

关爱措施，普惠广大癌友。”东阿阿胶战略市

场部副总经理秦光宝说。

早在 2011 年，东阿阿胶就携手中国抗癌

协会启动“中国癌性贫血关爱行动”，陆续向

癌症患者捐赠价值 5000 万的复方阿胶浆，用

于癌性贫血患者的治疗，增强患者的免疫力，

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身体的康复。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东阿阿胶面

向湖北、广东等 24 个地区约 15 万名一线医

护人员开展“复方阿胶浆免疫力关爱活动”，

东阿阿胶不断秉承“寿人济世”的使命，积极

践行社会责任。 渊伊敏冤

荫现场展示的第六代枸杞智能化采收设备———
机械振动式枸杞收获机。

农业部：
整治海参养殖
违法违规用药行为

农业农村部日前下发《关于加强海参养

殖用药监管的紧急通知》，组织各地开展海参

养殖违法违规用药专项整治行动。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通知，

各地要在 7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的专项整治

行动中，对海参养殖使用敌敌畏等农药、孔雀

石绿等禁用药、氧氟沙星等停用药和假、劣兽

药，以及无证经营兽药、销售原料药给养殖者

和销售假、劣兽药等行为，进行拉网式、全覆

盖的摸底清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用

药、售药行为严厉打击，发现一个、查处一个、

绝不姑息，严厉整肃海参养殖用药和兽药经

营市场秩序。

农业农村部将调度、督导各地整治情况，

将相关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

日前，有媒体曝光山东即墨海参养殖业

户在养殖前清理池塘时违规使用敌敌畏和个

别农资店无证经营兽药等问题。农业农村部

立即派出工作组赴山东指导后续查处工作。

据悉，在工作组指导下，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和当地有关部门对事发基地水体、底泥、海

参进行了取样检测，抽检的 66 批次样品未检

出敌敌畏成分。山东已组织对全省海参养殖

主体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目前，已排查海参

养殖业户 1257 家，暂未发现在养殖过程中违

法违规使用投入品问题。山东省及沿海地方

有关部门将及时受理社会举报，调查情况和

依法查处情况将及时发布。 渊辛华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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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年初柳州螺蛳粉出口遇阻之后，

今年上半年，螺蛳粉出口“井喷”。广西柳州海

关统计显示，今年 1 至 6 月经海关检验出口

柳州螺蛳粉 28 批，约 750 万人民币，是 2019
年全年出口总值的 8 倍。出口市场除美国、澳

大利亚和欧洲国家以外，还首次进入新加坡、

新西兰等国家。螺蛳粉出口从受阻到“井喷”

的背后，是源于传统工艺上一个看似不起眼

的创新———用牛骨替代猪骨熬制螺蛳汤。

近年来，柳州螺蛳粉从“现煮堂食”到“袋

装速食”的供给侧改革，让螺蛳粉风靡网络，

俏销全球。然而，从去年年初开始，受非洲猪

瘟疫情影响，多国暂停或限制进口猪肉及猪

肉制品，加之中美贸易摩擦、出口美国关税大

幅提高，螺蛳粉出口受阻。去年 1 至 8 月，仅

出口一批次 0.48万美元。

用猪骨加螺蛳，配以 10 余种天然香料用

慢火熬制数小时而成的鲜汤，是螺蛳粉美味

的主要来源，也是螺蛳粉制作技艺的精髓。然

而猪肉制品出口受限，让企业犯了难。为解决

这一问题，柳州螺蛳粉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多

次研究应对措施，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提

出用牛骨替代猪骨来熬制汤料。为实现工艺

革新后保持螺蛳粉原有的味道，柳州市商务

局还带领螺蛳粉企业到兰州等地学习牛骨汤

的制作方法。

“经过反复试验，我们用牛骨熬制的螺蛳

汤，与之前工艺熬制的螺蛳汤在味道上没有

差别，深受消费者喜爱。”广西螺状元食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清石告诉记者，公

司研制出一款“牛骨金汤螺蛳粉”，这一工艺

革新不仅让螺蛳粉重新打入了欧美市场，还

消除了部分人的饮食禁忌，扩大了消费者群

体。

柳州市得华食品有限公司、广西螺霸王

食品有限公司、广西全汇食品有限公司等螺

蛳粉企业也积极改进产品工艺，生产出适应

海外市场的产品。“今年上半年，我们已多批

次出口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而去

年上半年，我们出口量为零。”柳州市得华食

品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颜晶晶说。

为促进螺蛳粉出口，柳州海关建立了柳

州螺蛳粉出口企业“四合一”的备案管理模

式，将不同阶段环节的海关收发货人备案、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场

备案及海关知识产权备案等多项备案集中到

一个窗口统一受理，实现电子化报备，5 月份

改革落地以来，推动新增 4 家柳州螺蛳粉出

口备案企业，总数达到 21 家。柳州海关还将

出口柳州螺蛳粉纳入海关进出口食品风险监

控计划，对在海关注册备案的柳州螺蛳粉生

产企业、米粉生产企业和大米生产基地的产

品进行抽样检测，检测项目达 192 项，对出口

柳州螺蛳粉卫生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进行严

格监控。

除此之外，柳州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还

积极推动螺蛳粉原材料基地建设以确保产品

质量，商务局等部门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

向企业宣传外贸知识、法规标准、优惠政策、

海外准入及质量安全要求等，提升企业化解

市场风险能力。

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说，今年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螺蛳粉需求“井喷”，先后 10
多次登上微博热搜，全网催货、销量暴涨，日

产销量已从疫情前的约 150 万袋飙升至 300
万袋，“在国内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柳州

螺蛳粉企业仍努力满足海外受众的需求”。

渊周仕兴 李斌冤

一项小创新让柳州螺蛳粉出口量暴涨

所有人员进入厂区必须测体温、查验健

康码，司机每周进行核酸检测，车辆进入前全

面消毒……为了确保百姓吃上放心肉，北京

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北京二商肉类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严

抓防疫细节，尤其自 6 月 11 日起再次细化相

关方案，强调源头把关及彻底消毒。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行业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冲击。肉类生产加工企业作为民

生保障的重中之重，须在抗击疫情的前提下

为市场提供数量充足、优质安全的肉类食品，

为稳定社会、保障民生担负起职责。为此，农

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联合中国肉类协会、

成都大学肉类加工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以及国

内骨干肉类企业技术力量编制了《畜禽屠宰

加工企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并迅

速下发到全国各地肉类企业，各地畜禽屠宰

相关企业也迅速响应，构建起了以企业法人

为第一责任人的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的工作

体系。

据介绍，北京二商肉类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自疫情发生以来，严抓防控细节，所属养殖

基地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加强厂区、猪舍、

场内外道路消毒，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全力保

障生猪养殖基地的安全稳定。在科学防疫的

前提下，目前公司下属多家外阜生猪屠宰加

工基地正常运营，保质保量的供应北京鲜销

市场需求，冻肉储备量充足，随时满足北京市

场需求。

今天，中国肉类协会专家组赴北京二商

肉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全面了解畜禽

屠宰加工企业贯彻落实《畜禽屠宰加工企业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要求，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全力保障肉类市场供应的情况。

在位于北京通州区的厂区，自 6 月 11 日

以来再次细化防控方案，强调源头把关及彻

底消毒，严格规范进出厂要求，所有人员进行

体温和健康码检测，落实登记制度，彻底消毒

后方可进入厂区；所有进入厂区的车辆需要

全面消毒，外来司机在厂区内禁止下车，卸货

后立即离厂。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全员开展核

酸检测，尤其是公司司机每周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无异常。

中国肉类协会会长李水龙指出，畜禽屠

宰加工企业根据《畜禽屠宰加工企业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要求，在原料采购、屠

宰分割、产品加工、贮藏运输、废弃物收集及

污水处理等环节采取了更加有效的防控措

施。在各生产环节指定专人并定岗定责，并建

立了疫情防控应急预案，提供资金和人员保

障并购入应急物品、消杀用品、防护物等防疫

物资，做好突发情况应对准备。各企业加强与

本地区防疫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疫情变

化，为安全有序的生产提供保障。

北京二商肉类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现有员

工 5000 余人，所属企业 20 余家，拥有“大红

门”“月盛斋”等老字号品牌及“穆香源”等知

名品牌，构建了集畜牧养殖、生猪屠宰加工清

真牛羊肉加工、熟肉制品加工、国际贸易、肉

食供应链等六大板块齐头并进的完整产业

链。2019 年屠宰生猪 608 万头，实现营业收入

240 亿元。 (杜燕)

肉类生产企业严抓防疫细节保障市场供应

7 月 9 日早间，针对做空机构 Blue Orca
Capital（杀人鲸资本）报告的指控，中国飞鹤

再次发布澄清公告，详尽披露了税务部门出

具的公司纳税证明、银行机构出具的现金状

况证明、市场占有率证明等相关资料，一一回

应了杀人鲸资本的指控。

飞鹤的逐一回应获机构力挺。高盛、花

旗、中信里昂、建银国际等投资机构纷纷上调

目标价，持续看好飞鹤。其中，高盛维持中国

飞鹤“买入”评级，目标价由 17.82 港币上调

至 20.25 港币。花旗给与中国飞鹤“买入”评

级，目标价由 19.2 港元提升至 21.2 港元。中

信里昂给予中国飞鹤“买入”评级，并继续上

调目标价为 20.00 港币，建银国际给予中国

飞鹤“优于大市”的评级，目标价 19.50 港币。

另据花旗研报指出，飞鹤在今年上半年的

40%的销售增长主要是由超精致产品的优异

性能所驱动，其中包括 Astrobaby和臻挚 (有
机）。更多的新产品预计将在 2020年下半年推

出，以加强溢价部分。在高基数的情况下，预计

今年下半年的销售增长将低于上半年，但仍在

其最初 30%的目标范围以内。由于较低的广促

费用(考虑到更多的在线营销活动和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而降低的离线营销活动成本)，预计

公司净利润将超过今年上半年。

花旗预计，飞鹤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优

越的盈利能力，并在进一步的产品组合改进

和效率提高方面略有增加。

中信里昂在报告指出，杀人鲸资本此次

的做空报告充满了误解和偏见，称“沽空者提

供很少的实质性的证据、不准确的估计和武

断的陈述使我们失望”。报告指出，纵观快消

品行业，亚洲国家过去常常复制西方模式。因

此，投资者很难理解中国婴幼儿奶粉品牌是

如何赢得这场过去由西方同行主导的战争。

但是，中信里昂希望投资者摒弃这一旧的思

维模式，去了解中国快速发展的婴幼儿配方

奶粉市场且了解飞鹤的核心竞争优势。

渊钟文冤

湖北打造“三大高地”
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

“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是这次疫情防控

的一大特色和亮点。”7月 7日，湖北省卫健委

一级巡视员姚云在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日前，湖北省制定了《关于加快湖北省大

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抗病毒药物

研发联合攻关、高端医疗装备进口替代、中医

药振兴发展、新兴医疗快速成长、健康食品提

档升级、康养产业融合发展、健身康体消费升

级、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

力、加快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十大重点任务。

《意见》提出，湖北接下来将打造“三大高

地”，促进全省中医药振兴发展。

打造中医药服务高地袁 提高中医药防治
疾病水平遥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实施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健全县、乡、村三级

中医药服务网络，实现县级公立中医院和国

医堂全覆盖。实施中医“名院、名科、名医”工

程。建设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 240 个中

医临床重点专科，培育中医肾病、皮肤病等

10 个中医区域诊疗中心。实施中医药康复能

力提升工程，推动中医药康复技术进社区、进

机构、进家庭。

打造中西医结合高地袁 提升中医药卫生

应急能力遥坚持中西医并重，将中医机构纳入

疫后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范围，建立

3-5 个中医药重大疫病救治基地，建设 20 个

中西医结合疑难疾病临床防治中心，将中医

药纳入临床多学科会诊体系，健全中西医高

效协同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机制。

打造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地袁 培育千亿
级中药产业遥 推进湖北道地中药材“一县一

品”建设，支持中药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培育

中药大品种。打造 3-5 个中药产业园区，建设

10 个中医药健康旅游景区，到 2022 年，全省

中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力争达到 1000 亿元。

姚云表示，接下来，湖北将更加注重中医

药传承和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高层次人才

培养基地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的中医临床

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和科技研发平台，开展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新发传染病科技攻关，

建立中医药科技创新激励制度。 渊武一力冤

采摘率提升3-5倍

宁夏成功研发智能化
枸杞采摘设备

“手工采摘一天最多能采摘 120 到 130
斤枸杞，现在有这个‘高科技神器’助攻，能多

采 300 多斤呢。”7 月 20日，在宁夏中卫市中

宁县宁夏杞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枸杞基地，

采摘员肖柱玲用枸杞采摘器尝到了甜头。当

天，宁夏科技厅联合宁夏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中宁科技局等单位在此地举行枸杞便

携式采摘机现场演示及成果推介会。

枸杞属无限花序浆果类果实，个头较小，

素来以手工采摘为主，难度较大，对采摘人员

专业要求较高。在枸杞成熟季，用于人工采摘

的成本要占到总成本的 40%以上，这也是让

种植户最头疼的问题。为此，“枸杞之乡”宁夏

一直致力于解决此问题，宁夏科技厅 2017 年

牵头成立智能化装备研制重大项目组，开始

了潜心研究。

日前，经过 3 年集中攻关，宁夏“十三五”

重大科技项目———“枸杞高效低损智能化采

收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取得重大进展，成功

研制出 3 种采收装备、4 种新型便携式采收

机。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宁

夏大学联合主持，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北方民族大

学、宁夏农业机械推广总站等单位组成的项

目验收专家组，已对便携式采摘机、双臂机器

人采收装备、气振复合式采收装备和高频振

动式采收装备进行测试，顺利通过验收。

在当天的成果推介会上，参与研发单

位———西安汇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向种植枸

杞的企业和种植大户代表们带来了新款机械

振动式枸杞收获机。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设备轻巧灵活、操作

方便，机头采用新型疏水、疏糖材料，解决了

连续作业手臂振动疲劳和采摘头粘糖的问

题，鲜果采净率为 90%，损伤率仅为 5%。在

盛果期，试验采收效率是人工采摘的 3 至 5
倍。

宁夏红枸杞产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家

枢现场体验后签下了意向订购合同。“我们基

地的枸杞种植面积较大，这款设备能大幅度

提高采摘效率，最主要的是采摘过程的损害

率很小，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

患’。”

经测试小组测试，枸杞便携式采摘机采

收效率为每小时 28 公斤，鲜果采净率达

90%，损伤率仅为 5%，实现了半机械化枸杞

采摘。“接下来的任务是尽快解决采摘过程中

溅果以及果粒收集方面的问题。”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机电学院副院长陈军说。

宁夏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徐小涛表

示，马上到秋果丰收季了，项目组将在技术优

化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外形设计，与中宁等枸

杞种植面积较大地区对接需求，加快定型量

产。 (李佩珊 王帅)

盈利能力强劲

中国飞鹤获高盛、花旗等投行力挺

7 月 16 日，凤祥股份正式在港交所挂牌

上市，股票代码 9977.HK。首个交易日，凤祥

股份股价高开。截至当天上午 9 点 40 分，凤

祥股份股价达到 3.44 港元/股，市值约达 48
亿港元。凤祥股份也由此成为目前港股市值

最高的鸡肉食品公司。

根据凤祥股份日前发布的公开发售数据

显示，公司此次总计发行 3.55 亿股，募集资

金净额约为 10.04 亿港元，未来将主要用于

产能的进一步扩充、研发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以及对现有 B2C 深加工鸡肉制品渠道的进

一步扩展。在出口加工方面建树颇丰的凤祥

股份，正式进军 C 端市场不过 3年，就完成了

从开拓赛道到领军市场的进程。

财务数据表现亮眼
首日公开招股获足额认购

凤祥股份是中国领先的全面一体化白羽

鸡生产商及出口商之一。除在中国的领先国

内市场地位外，凤祥股份拥有成熟并不断壮

大的出口业务，向日本、马来西亚、欧盟、韩、

蒙古及新加坡的海外客户供应多种优质鸡肉

制品。多年经营出口业务，凤祥股份已经覆盖

饲料生产、肉鸡养殖、屠宰、加工和生鸡肉制

品及深加工鸡肉制品的完整产业链，并以此

得以控制鸡肉生产周期的每个阶段。

近几年在逐步进入 B2C市场之后，凤祥

的产业布局和销售渠道不断完善，业务也取得

了长足发展。据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到 2019
年，凤祥股份的收入分别为 23.54亿元、24.34
亿元、31.97亿元和 39.26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高达 18.6%，同期利润也从 2016 年的 1.2 亿元

增加至 2019年的 8.37亿元，增长近 6倍。

据悉，此前凤祥股份首日国际路演，国际

配售即获得足额认购，所见的锚定投资者均

快速落单，当中包括知名基金及大型国企。

B2C业务衔枚疾行
从“隐形冠军”到大众消费品牌
的蜕变

招股书内容显示，2019 年凤祥股份 B2C
的份额已占到总体收入的 6.4%。其中，线上

销售占比从 2016 年的 0.3%提升到了 2019
年的 4.3%，翻涨 10 倍有余。

更值得关注的是，凤祥股份 2018 年和

2019 年的 B2C 业务同比增长分别高达

118.5%和 137.8%，而这一数据在 2020 年的

前 4 个月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放大：这一时期，

凤祥股份 B2C 客户所得收入相比 2019 年同

期增加 500%了以上。

从京东到天猫，从每日优鲜到盒马鲜生，

从罗森到 7-11，从永旺到便利蜂，凤祥股份的

产品已遍布当前活跃的线上线下新零售平台。

“凤祥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是公司发展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凤祥股份董事长刘志光

透露：未来，凤祥会继续扩大白羽肉鸡的生产

产能，并加速渠道的覆盖和新产品的开发速

度。未来凤祥也将尽力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并

建立适当的战略联盟，加速推进“为亿万家庭

提供安心鸡”的梦想早日实现。“中国早晚会诞

生一家拥有世界级品牌影响力的鸡肉食品公

司。我希望，未来回望的时候能发现，今天，就

是那家公司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刻。”

渊幸文冤

上市首日股价高开
凤祥股份成港股市值最高鸡肉食品公司

荫凤祥股份董事长刘志光在庆祝仪式上致辞 荫凤祥股份香港成功上市庆祝仪式现场

东阿阿胶发起癌友关爱活动惠及数万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