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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让中国宝宝喝上放心奶

近九成国产婴配乳粉实现可追溯
■ 本报记者 曲晓丽

消费者方便、快捷的查询需求。此后，小程
序的内容日益丰富，参与的奶企也越来越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消息显示，
多。同时，小程序还接入了“中国政府网”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国内婴配乳粉骨干企业 “国务院客户端”等权威政务服务平台，显著
均已接入婴配乳粉追溯平台，覆盖了全国总
提升了影响力和追溯查询量。
产量的 88%。
经长期持续推动，目前已有 76 家企业
（对应 50 家集团公司）接入追溯平台，伊利、
飞鹤、君乐宝、完达山、贝因美等知名企业全
追溯旨在提高信息透明度
部 接 入 ，覆 盖 了 国 内 婴 配 乳 粉 年 产 量 的
88%、企业户数的 68%，总追溯数据量达到
针对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引发的国内
11.6 亿条。
消费者对国产婴配乳粉的信任危机，2013
记者登录婴配乳粉追溯微信小程序后，
年起，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产婴幼儿配方乳
扫描某款婴配乳粉的底部二维码，可以查询
粉（以下简称婴配乳粉）行业开展追溯体系
到产品信息、消费信息和企业信息。其中消
建设工作。
费信息包含主要原料来源地、主要原料合格
该追溯体系希望通过引导婴配乳粉企
证明、产品检验报告、配料表等消费者比较
业提高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透
关注的核心信息。
明度，提振消费者对国产婴配乳粉的消费信
中国农垦乳业联盟经济专家组组长、乳
心。
业分析师宋亮表示，商务部、财政部自 2010
为顺应移动互联网发展潮流，2019 年 7
年以来开展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以
月，
“ 婴配乳粉追溯”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
此为参考，工信部 2013 年起着手开始建立
实现扫码查询追溯信息的功能，极大满足了

婴配乳粉追溯体系。
“在中国迈入数字化发展的背景下，我
国的婴配乳粉追溯体系在 2018 年时已经非
常完善，可以说是世界最先进的、最好的。”
他表示。

为高品质生活保驾护航
飞鹤乳业相关负责人表示，2012 年是
婴配乳粉的溯源元年。2012 年 1 月，飞鹤上
线试运行全产业链可追溯系统，3 月正式对
消费者提供溯源查询服务。2019 年，按照
统一要求，飞鹤自有溯源系统接入国家工信
部的消费者追溯查询平台。2020 年，飞鹤
启动对信息化溯源系统的全面升级。
君乐宝奶粉上市销售之初就投入资金
2000 多万元，建立了食品安全电子信息追
溯系统，并按照统一要求，在 2019 年接入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食品工业企业质量安全追
溯平台”
。
在宋亮看来，如今的婴配乳粉追溯体系

与 2013 年设计之初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变
化，
其中数字化应用是最主要的表现。
以飞鹤为例，其追溯系统升级之后，在
消费者端可以查询到 8～10 条核心溯源信
息，但这些信息背后涉及到上游的牛群情
况、牛奶运输车状态、配料来源、生产流程、
仓储和物流信息、销售信息等 15 个业务系
统的支撑。
“追溯系统实际搜集的信息量是前端
信息展示量的 12～15 倍，每天因此产生的
数据量能够达到 50 万～60 万条。”飞鹤乳
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 这次升级一是希望减
少人为录入关键控制点信息，避免因人员
失误造成的溯源偏差，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二是希望通过关键数据分析，为公司决策
提供依据。”
“为达到追溯系统的质量管控目的，君
乐宝通过对追溯系统的不断优化提升系统
功能：平台化、集成化、模块化是系统升级的
方向。
”
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

就地过年催热年夜饭外卖市场
■ 本报记者 李

宁

客，该餐厅还在微信小程序里推出年
夜饭半成品礼包，并提供快递送货到
除夕之夜，
一桌丰盛的年夜饭象征
家服务。
着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今年春节，
为响
正在前台咨询预订“四季盆菜”
应政府倡议，
不少人将就地过年。春节
的谢阿姨告诉国际商报记者：
“ 我是
的脚步越来越近，年夜饭怎么吃成为
北方人，以前在电视节目中看到过关
“异乡人”
关注的重点。在这一背景下，
于盆菜的介绍，了解到它是广东一带
年夜饭外卖市场顺势升温。
的特色菜品，食材内容丰富，汁鲜味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北京海淀区
美，色泽诱人。过年了想订一道丰盛
的唐宫新世纪日航店，餐厅入口处摆
热腾的盆菜，一家人尝尝鲜，摆在餐
放着四季盆菜、年糕礼盒、腊味礼盒等
桌上也很增添节日气氛，
暖融融的。
”
各类年礼，
红红火火，
喜气洋洋。记者
不少老字号餐饮企业也纷纷推
在年夜饭宣传单上看到，唐宫推出了
出了年夜饭外卖。鸿宾楼展览馆路
“合家欢乐宴”
“富贵吉祥宴”
“喜气盈
店推出了多种规格的年夜饭套餐，其
门宴”等多种规格的年夜饭套餐。前
中包括芫爆散丹、红烧牛尾等特色菜
台的服务员告诉国际商报记者，今年
品，可预订堂食也欢迎外卖自取，而
的年夜饭，
顾客可选择预订堂食，
也可
且还推出了“鸿运当头”
“ 吉祥如意”
选择来店预订外卖自提。为方便顾 “金玉满堂”等年夜饭礼盒，包括了熟

■ 本报记者 刘旭颖

三 峡 之 巅 奉 节 县 ，脐
橙栽培历史悠久。
“ 诗圣”
杜甫寓居奉节时，就有“园
柑长成时，三寸如黄金”的
赞誉。近年来，借乘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东风扩展消
费扶贫外延，奉节县搭建
政企合作平台促进产销良
性对接，聚合资源优势、市
场优势、平台优势，走出了
一条果品行业脱贫致富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加快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
“奉节古称夔州，地处长江三峡瞿塘峡
一带，也是最早的 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之一。”重庆市奉节县委常委、县政府
副县长袁正领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
介绍道，近年来，在山东省、特别是滨州市
的帮扶下，奉节积极务实地推进消费扶贫，
着力加快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打通“产
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双向转换通
道，全力打造渝东北三峡库区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示范区。
在共同努力下，2018 年，奉节县顺利

食、热菜和主食，
顾客需要提前预订。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今年不少餐
厅的年夜饭精选套餐中都推出了面
向 2～3 人的家庭小份套餐，这为响应
号召留在工作地过年的很多小家庭
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
在餐饮线上零售化发展的新趋
势下，
今年线上年夜饭也正在走红。
由于疫情防控倡导不聚集，不少
餐饮品牌瞄准线上年夜饭市场，积极
开发适合外卖的年夜饭套餐、半成品
预制菜，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多元
化、高品质的餐饮服务，让消费者可
以更轻松地准备一桌丰盛美味的年
夜饭。在美团平台，各地商家纷纷推
出“年夜饭到家”服务，支持从单人
餐、双人餐到 10 人以内家庭聚餐等多
种规格年夜饭外卖。在盒马鲜生

经历了一年多的疫情大考，中国旅游消费正呈现新的趋势。近日，中国旅
游研究院与马蜂窝旅游发布的《2020 年第四季度在线旅游资产指数（TPI）报
告》显示，疫情之下，出于安全考虑，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在周末游和周边游时
选择乡村游，而年轻游客的加入正加速乡村游的线上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旅
游半径的缩减，
冰雪旅游资源也出现了
“北雪南移”
趋势。
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乡村旅游规模达 30.9 亿人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次
的一半以上；2020 年 1-8 月，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数为 12.07 亿人次，开工率
达到 94.5%。
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乡村游早已不是传统印象中的农家乐，滑雪、露
营、体验 ins 风民宿、打卡山间咖啡木屋、到无边温泉泡一泡，都是年轻游

App 搜索页上，有包括 2~3
人份、4~6 人份以及 6~8 人
份等多种规格的年夜饭套餐
预售，也有一些特色年菜、
凉菜礼盒、半成品年菜组
合预售等，而且盒马鲜生
乡村游火爆 冰雪游南移
还在年货节期间“上新”了
来自全国的富有地方特色
的
“牛气年货”
。
北京市民杨阿姨对国
■ 本报记者 刘旭颖
际商报记者说，
“过年了，
一
家人难得坐在一起，谁都想把自己
客在乡村游途中找到的新玩法。年轻一代更乐于将旅行体验在马蜂
过去一年在外面的工作、学习情况，
窝等平台上分享和传播，这也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积累了大量的在线
还有心中的梦想向家人倾诉一下。
旅游资产。
现在的条件都好了，
订上一桌丰盛的
报告显示，2020 年 10-12 月，TPI 指数排名前 100 的乡村游区
年夜饭，
省去那一套繁杂的做饭过程，
县中，哈尔滨尚志、牡丹江海林和阿坝黑水的 TPI 指数涨幅位列前
全家人围在饭桌前边品尝着美食，边
3 名。在尚志，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和新体委滑雪场不仅可以
畅想着来年，
该有多轻松、
多幸福。
”
让游客体验滑雪的乐趣，还提供了温泉度假和众多特色冰雪体验
项目。先后入围马蜂窝“中国新秘境”和“冬季新秘境”的达古冰
川位于四川阿坝黑水县，这里在秋冬季节迎来了大批游客，TPI
指数增长迅速。
民宿是年轻人最青睐的乡村游体验之一。马蜂窝旅游大
数据研究中心负责人马禹涛指出，在崇尚“酒店即目的地”的
年轻游客心中，一间有趣的民宿足以成为一次出发的理由。
从多个热播综艺取景的莫干山，到上榜《美国国家地理》
“全
球最佳目的地”的桐庐，再到近年来兴起的郴州小东江等乡
村旅游目的地，
民宿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民同心筑力、共克时艰，北京各大市场和渠
好礼”系列产品，初步形成
在线分享也提升了年轻游客对户外徒步和露营的热
道商倾情相助，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等
区域品牌，确保了高质量供
情。今年以来，马蜂窝旅游直播向人们展示了众多个性化
更是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采购奉节
给。
的露营体验——在玉龙雪山脚下煮一壶现磨咖啡，或者在
脐橙 3.8 万吨、金额达 2.16 亿元。”
白帝橙就是当地打造奉
呼伦贝尔的森林里与驯鹿相伴而眠，这些加入了特色乡
节脐橙高端品牌迈出的第一
村旅游资源元素的高端民宿体验，也为乡村游发展带来
步。
“选果、采摘、分选、装箱、邮
坚持高质量发展
了新的活力。
寄……每个白帝橙都要经历 18
与此同时，随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临近，冰雪游正
个严选环节，包括采用先进的果
近年来，奉节推动脐橙产业高质量发
成为“热经济”。受疫情影响，中国游客普遍缩短了出
蔬分选设备和无接触式清洗模
展，实现了“一棵树养活 30 万人到致富 30
游半径，冰雪旅游资源也呈现明显的“北雪南移”趋势，
式，对脐橙的颜色、大小、重量和
万人”的华丽转身。如何走高质量发展的
华中、华东、华南、西南地区的各省份都出现了规模
瑕疵进行精细化分选，在不损伤
路子？在袁正领看来，一个是要有好品质，
大、质量高的冰雪旅游场地。
果品的前提下识别出果蔬的糖度、
做好品牌。一个是要把品质转化成品牌价
报告显示，2020 年 10-12 月，不仅北方众多以
酸度、霉心病等内部生理指标。”袁
值，
打出知名度。
冰雪资源著称的目的地 TPI 指数逆势上涨，南方地
正领说。
袁正领介绍道，奉节脐橙在汉代就是
区的滑雪场和冰雪旅游项目也成为游客冬季的热
袁正领表示，奉节脐橙是全球
贡 果 ，无 数 诗 人 留 下 关 于 脐 橙 的 传 世 佳
门之选，冰雪资源的不断开发让全国游客“就近玩
八大脐橙特产生态区之一，是中国优
篇。奉节脐橙本身也十分特别，由于长江
雪”
成为可能。
质脐橙的核心产区之一，也是重庆巴
两岸空气湿润，光照充足，奉节脐橙生长期
在北方，众多冰雪旅游城市在 2020 年第四季
渝珍味的亮丽名片之一。
“下一步我们
长达 9 个月，这也形成了“花果同树”的奇
度迎来旅游旺季，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TPI 指数上
将加强对北京、山东等北方市场的销
观。
“ 也就是说，奉节脐橙成熟后还可继续
涨 62%，成为 TPI 涨幅最大的境内城市；吉林市、
售对接，将奉节脐橙高端产品带入北京
挂树到次年开花甚至更久，直至 4 月份还
哈尔滨市、大兴安岭等热门冰雪旅游目的地的
市场，构建新的消费场景，
可吃到鲜果，并且依然果香浓郁、鲜嫩化
TPI 指数涨幅都超过 40%，位列 TPI 指数涨幅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加
渣，
这在别处很是少见。
”
榜前 5 位。
强区域协作发展。
”
正是依据优越品质，2020 年，奉节脐
在中部和南部省份，湖北的神农架国际滑
橙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全国地理标志农产
雪场、四川的西岭雪山滑雪场、浙江的江南天
品”称号。而在此前，
“奉节脐橙”已荣获地
池滑雪场、广州融创雪世界等众多冰雪旅游
理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国家级荣誉，
项目开放，极大地降低了南方居民参与冰雪
品牌价值达 182.8 亿元，跻身全国橙类一流
运动的门槛。阿坝的孟屯河谷滑雪场和鹧
品牌，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等
鸪山滑雪场、青岛的藏马山滑雪场、宜昌的
多个国家和地区。
五峰滑雪场等都是马蜂窝平台上热度较高
袁正领说，现在，奉节一方面推进实施
的新兴滑雪场，这些滑雪场为当地消费者
科学种植、栽培与加工，努力将生态优势转
提供了感受冰雪魅力的机会。
化成产品优势。另一方面也在深挖产品的
历史文化内涵，深度开发“三峡之巅 奉节

奉节脐橙酿出甜蜜致富产业
地摘下贫困县的帽子。2020 年，奉节县获
得国家评定的“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为
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打下了坚实基
础。
袁正领介绍，奉节县始终践行“发展产
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把培育产业作
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推动脐橙产
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奉节县脐橙种植面积
37 万亩，产量 35 万吨，综合产值突破 30 亿
元，带动近 3 万贫困人口户均增收 2.97 万
元，奉节脐橙已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
“甜蜜产业”
。
不仅如此，奉节县更着力打造标准脐
橙、数字脐橙、多彩脐橙、共享脐橙、品牌脐
橙。加快脐橙有机绿色食品认证，全力创
建“绿色食品原料基地”。与此同时，全面
延伸产业链条，培育橙粉、橙汁、果酒、精油
等脐橙深加工龙头企业。此外，奉节县深
度推动橙旅融合，助力形成脐橙+旅游经
济联合体。
2020 年，借力国家消费扶贫政策，奉
节持续组织实施万吨脐橙进山东、进广东
计划，举办“中国西部消费扶贫周”活动，充
分用好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定点帮扶、对
口支援帮扶、市级集团帮扶等平台，销售奉
节脐橙，不断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带动贫
困户持续增收、稳定脱贫。
不久前奉节县还组织举办了万吨奉节
脐橙进北京活动，以提升奉节脐橙在北京
市场的品牌知名度，
打开北方市场。
重庆市商务委消费促进处二级调研员
陈梦鹤说，2020 年疫情期间，奉节脐橙的
销售渠道受到了疫情影响。
“北京与全国人

在宋亮看来，婴配乳粉追溯体系不断完
善的背后是中国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生活的
持续追求，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通过
追溯体系监管企业，这也使得追溯体系成为
企业的试金石。
“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的婴配乳粉
追溯体系，包括雀巢、达能、菲仕兰等进口乳
粉企业着手进行自身追溯体系的建设。”宋
亮表示。
据悉，婴配乳粉追溯体系在建设过程中
还探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成熟做法和
有益经验,有望在其他领域复制和推广。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扩大婴配乳粉追溯
体系覆盖面，提升我国婴配乳粉企业内部管
理能力、产品质量控制能力和行业发展水
平。同时，引导接入追溯平台的企业通过网
站宣传、实体店导购、促销活动等多种形式，
培养消费者扫码查询习惯，重塑消费者对国
产婴配乳粉的信心。

那些被疫情改变的旅游消费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