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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因此参加本次 2016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乳业
合作大会，法国国家乳制品行业协会也将奶酪作为了推介重点。
在法国，全国 37%的牛奶被用来制作各种奶酪，因此品种多达
1200多个，甚至有“一个乡村，一种奶酪”的说法。“奶酪对法国的
所有家庭都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是我们早、午、晚餐餐桌上都离
不开的一种食物，像我本人最喜欢的就是蓝纹奶酪。”

在毕高先生看来，中国在乳制品方面的市场潜力不可小觑，
从 2009年到 2014年，法国出口到中国的乳制品营业额上涨了
442%。因此参加这次大会，协会除了推介奶酪和牛奶等在法国
有卓越品质的乳制品外，更希望能在中国开拓畜牧、生产设备等
更多领域的合作项目。“以乳制品为例，我觉得中国和法国在很
多方面都可以通过共同的努力进行合作，因为这两个国家对食
物有同样的想法。法国在美食方面享有盛名，是因为法国食品文
化有很深的历史积淀，这一特点在中国也同样具备。法国人和中
国人都非常清楚他们想要吃的是什么东西。”谈到乳品品质管控
问题，毕高先生表示，以乳酪为代表的乳制品，是孩子们和整个家
庭吃的东西，所以它的安全性非常重要。在法国从农场到工厂，从
储藏到最终消费者，乳业卫生安全链的整个过程都遵循严格的法
规监管。同时饲养者和企业主的严格自律也带来了更多的品质保
证。“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在法国所做的东西在中国同样可以做
到。我们在法国所做的管控工作在这里同样可以进行。”

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毕高先生说这座城市给他的印象非常
深刻：“哈尔滨城市很大，不仅城市面貌迷人，而且有非常美味的
食物。”他还介绍说，近两年，法国国家乳制品行业协会相继在中
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做过“芝士就是力量”、“茶语芝味”、

“奶油中的奶油”等许多乳制品推广和媒体培训活动，不久的将
来也会把类似的活动推广到哈尔滨。“我们将会帮助消费者了解
什么是新鲜的、美味的奶酪。我认为作为一个家庭的日常消费项
目，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首先要有很有吸引力
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争取进口成本的降低。这也是今后
我们在开拓中国市场和加强与中方合作方面努力的方向。”

深挖合作潜力 共享品质美味

办一流大会 展龙江风采

中国―法国乳业技术交流暨贸易导向对接研讨会21日上午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华旗礼堂
举行。 本报记者 王振良摄

本报21日讯（记者曲静）试想
如果您通过网购拿到奶产品，突然
想知道它产自哪个牧场，奶牛的饲
料来自哪，奶源基地的水质如何，奶
产品的工厂加工过程，由谁监管等
等，而您只需通过手机扫描它的二
维码一查便知，这样的奶产品是不
是感觉很靠谱？这样的品牌是不是
一下就能让您情有独钟？21日，参
加奶业大会的部分大咖们济济一
堂，论道质量追溯与品牌电商。

在互联网+时代，奶业如何通
过质量追溯保障食品安全，获得消

费者信任，树立自身品牌，这是全球
奶业企业共同面临的课题。在 21
日的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质检、电
商、物联网、品牌运营专家分别就全
球肉类追溯的要求和做法，“一带一
路”农产品与食品交易信息平台推
介，基于二维码的产品质量追溯与
产品电商系统的应用实践，实现产
品质量可追溯、共同构建中国商务
诚信，基于物联网基础保障舌尖安
全，品牌电商怎样炼成等等话题进
行交流，并就利用各自优势探讨合
作可能。

奶业大会论道质量追溯与品牌电商

本报21日讯（记者李播）在现代奶
业中为什么要使用机器人？使用机器人
会给奶业带来什么变化？21日，《智能
化机器人在奶业中的应用》论坛在哈举
行。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专
家、帮助牧场主经营牧场的利拉伐公司
专家为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智能化机器
人在奶业中的发展与趋势，以及机器人
在我国牧场的实践与成果等。

会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
所副所长李瑞峰做了《中国工业智能化
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报告；利拉伐公司的
专家做了《机器人技术在中国牧场的实
践与成果》和《国际奶业机器人的发展与
趋势》报告。据介绍，全世界机器人在奶
业中的应用已经有20多年了，目前全球
有3.7万台挤奶机器人在牧场进行应用，
技术较为成熟。而目前在我国牧场中应
用的挤奶机器人只有30多台，主要在北
京、上海、天津、四川、呼和浩特等地牧场

应用，而我省的牧场目前还没有应用挤
奶机器人。在奶业中应用挤奶机器人好
处显而易见：节省劳动力，实现牧场简易
管理，更有利于牧场扩张，利于实现最佳
挤奶频次和产奶量，更好地进行信息掌
控等。而对于奶业行业来说，经实践，应
用挤奶机器人将减少牧场60%的人力成
本，大大减少挤奶这项工作对人的依
赖。据专家预测，未来五年内，全世界挤
奶机器人将翻一番。专家称，智能化机
器在奶业中应用不只是挤奶机器人，而
是一整套牧场管理系统。

与会专家还一致认为，虽然目前我
省还没有挤奶机器人在牧场应用，但是
我省拥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哈工大机器人
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优势，拥有发展乳业
的地理区位、土地饲料资源充足和产业
基础雄厚坚实等优势，未来三五年内智
能化机器人，将在龙江奶业中有较大发
展。

专家企业共议智能机器人奶业应用

本报21日讯（记者王彦）法国奶酪展
示品鉴午餐会21日中午在华旗礼堂举行。
与会嘉宾一百三十余人享受了一场来自法
国的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

法国驻华大使顾山到会。法兰西最佳
奶酪大师贺岱枚现场为大家演示讲解了法

国奶酪的品种、制作、特点及食用方法。
法国是欧盟第二大乳制品生产国，世界

上第一个奶酪合作社诞生于法国，法国奶酪
品种多达1200余种。此次法国共展示了十余
种奶酪，其中奥维尼蓝纹、冈达乐、圣耐克戴
尔、布里、羊脂球、卡门培尔等世界闻名。

法国奶酪展示品鉴午餐会举行

□文/本报记者 董新英
摄/本报记者 蒋国红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乳
业合作大会 22日开幕，并将永久落户黑
龙江。本报独家专访主办此次盛会的长
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程杨。

程杨向记者介绍，长城国际展览有
限责任公司打造乳业盛会已经有 15年
的历史。15年前，长城公司开始与世界各
个国家接触，特别是与牧场管理、饲料、
奶制品加工和物流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
对接，每年把中国奶业的发展情况和存
在的亟待交流和学习的地方向各国的政
府官员、行业协会、专家和企业进行宣
传，让他们了解优势在哪里，并把他们请
到中国来，从技术和设备等方面进行对
接，开展更广泛的合作，这些年已经形成
了长期的联络机制。

程杨说，长城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
司除了乳展，也打造了很多盛会。一个展
会对一个行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引
导作用。她说，此次展会与往届最大的不
同是，这是一次展示乳业产业链的乳业
展览会。从养殖、产品加工、质量安全、冷
链运输到市场营销和消费是整个乳业产
业链的展示，本次展览会在A馆特设犊
牛区，现场将有数头小奶牛及小奶羊与
现场的观众和媒体见面，除了展示健康
活泼的小牛小羊之外，还将展示牧场中
的牛羊是如何被精心饲养和照料的。在
安全、卫生的饲养环境下，将生产鲜奶的
流程搬到展馆，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希望
通过乳业产业链的展示，树立消费者对
乳制品的信心，重塑中国乳业的绿色形象。

参展商对乳业盛会有诸多期待。程杨说，国外很多乳业加
工企业和物流企业来到这里参展。一方面是探索和中国企业的
合作，一方面是探索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合作。如巴基斯坦、尼泊
尔、马来西亚、韩国，他们希望促成和发达国家的合作，同时他
们也看到了中国乳企在机械设备、牧场耗品以及农机等方面的
优势，他们希望采购中国设备，与中国企业达成合作。

本次展会上，世界乳制品品鉴会和最大规模的奶酪品种展
览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挑战是参与度极强的活动，还未开始，已
经掀起热潮。程杨说，此次展会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在这里可以品
尝到世界各国国家级奶酪大师制作的奶酪，也能亲眼见证最大规
模的奶酪品种展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诞生。她说，打破吉尼斯世
界纪录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中国消费者认识奶酪，了解
奶酪，喜爱奶酪。20年前，奶制品在中国可以说是奢侈品，如今却
是老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目前中国老百姓消费奶制品比较单
一，以液态奶为主。通过品鉴奶酪，希望达到引导消费者消费奶酪
的目的，让老百姓认识到除了液态奶还有像奶酪这样更有营养价
值的奶制品，培养消费者食用奶酪的意识。

程杨指出，国内生产奶酪的企业不多，在奶酪市场处于起
步阶段，但每年市场的占有量在增加，奶酪产业在中国有巨大
的发展潜力。她说，黑龙江地处黄金奶牛带，堪称乳都，制作奶
酪需要优质的鲜奶，黑龙江是优质鲜奶基地，发展奶酪产业有
很好的自然条件和优势。此次展会可以为培育奶酪市场做铺
垫，让市场热起来，有了市场，企业就会进行战略调整，以此推
动乳业的供给侧改革，促进乳业向奶酪产业的发展和升级，让
黑龙江乃至中国的乳业更好，也让老百姓的体质更好。程杨对
于黑龙江本地乳企的发展非常认可，她认为龙江乳企在中国消
费者心中有很好的口碑，通过此次盛会，可以让龙江乳企在世
界声名远播。

程杨说，每年的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都会筹备一年之久，
展会永久落户龙江对于龙江本地企业和中国乳企都是一个发
展良机，他们会一如既往承担起搭建交流平台的责任。她相信，
落户黑龙江的乳业盛会国际影响会越来越大，希望展会能够引
领乳业行业发展，让全世界了解黑龙江，了解中国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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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6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乳业合作大会

参加此次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乳业合作大会
的参展单位中，美国威斯康辛州代表团是贡献奶酪最多的参
展单位，他们贡献奶酪品种有417种。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雷河分校国际项目负责人卡罗琳·布
雷迪告诉记者，刚刚在威斯康辛州结束的世界奶酪竞赛，吸引
了来自世界各地 1600多种奶酪参赛。奶酪已经是美国人饮
食的一部分，从儿童、年轻人到老年人都食用奶酪。对于奶酪
的分类，卡罗琳·布雷迪说，从奶酪含水分多少上分，可以将
奶酪划分为软性奶酪、半软性奶酪、干性奶酪和半干性奶
酪。从牲畜种类上，可以将奶酪划分为水牛奶酪、奶牛奶
酪、山羊奶酪等。威斯康辛州生产的奶酪以奶牛奶酪为主。
从发酵菌和生产工艺的不同，又可将奶酪分为马苏里拉奶酪
和切达奶酪。她说，世界上有几千种奶酪，在奶酪的制作过

程中稍微更改配方和加工方式就会制作出不同品种的奶酪。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雷河分校动物与食品科学系兽医专业

博士、教授劳瑞·鲍曼在奶牛饲养与饲料专场将带来《产后奶
牛低血钙症和代谢疾病的预防》的专题演讲。他介绍，美国威
斯康辛大学的奶业科学专业是美国最大也是最好的专业，他
们学校有自己的奶牛场，饲养 100多头牛供师生进行教学研
究，每天都会收奶，也打造了自己的品牌，生产冰淇淋、奶酪等
奶制品，并在市场上销售。他说，奶酪可以视为牛奶当中的蛋
白部分。

卡罗琳·布雷迪说，威斯康辛州鼓励当地大学到中国进行
访问，五年前特别出台名为“经历中国”的项目，设立了项目资
金，威斯康辛州十四所大学都可以申请这个项目资金到中国
进行交流。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话奶酪

本报21日讯（记者杨宁舒）由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6中
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乳业合作大会
专场音乐会 21日晚在哈尔滨大剧
院举行。拥有百年悠久历史的哈尔

滨交响乐团为中外嘉宾上演了《卡
门序曲》《红色娘子军》《沃尔塔瓦河》
《爵士圆舞曲》等中外经典曲目，女高
音独唱《塞北的雪》《哈尔滨之夏》等
精彩节目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奶业大会专场音乐会举行

□文/本报记者 董新英 摄/本报记者 蒋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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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国乳业技术交流暨贸易导向对接研讨会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 王振良摄

现场制做奶酪。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五彩缤纷的奶酪令人垂涎欲滴。 本报记者 邵国良摄

（上接第一版）该成果结束了我国没有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时
代，因此，国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成为“中国婴幼儿
配方奶粉发源地”。

自从 2015年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乳业合作大会永
久落户我省后，今年是我省第二次举办奶业大会。刘鹏说，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办一流奶业大会：与一流奶业国家交流、
参展方来自一流企业、请来一流专家论道。这次奶业大展
与其它展会不同的是，它是围绕着乳业做的全产业链的展
会，展会涵盖了奶牛养殖、牧场设施、加工和包装、配料、各
种奶制品等整个奶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世界上 30多个
奶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305家企业都来了，其中企业老总
就来了200多位。

是什么吸引来这么多国内外奶业大咖？刘鹏认为，
是我们中国巨大的乳制品市场和我们龙江优质奶源产生
的吸引力。我们中国市场大，乳制品消费量日益增长。
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三大产奶国，世界上乳制品消费中
50%的增长量来自于我国，因此中国的市场影响着世界
奶业格局。

之所以办一流奶业展会，搭建起这么大的平台，最主要
的目标是推动龙江乳业的发展。刘鹏踌躇满志地说，当前，
我省已将乳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生动力，我们希望通过展
会宣传龙江乳业，吸引世界奶业的目光聚焦龙江乳业，将国
际奶业的先进技术、经验、管理等与中国对接，并吸引国内
外有实力的企业来我省投资发展。比如现在我们的奶价比
较高，在国际上缺少竞争优势。但并不是没有办法，通过交
流我们就可以学习借鉴奶业发达国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成本，进而降低奶价。

她说，大会上，近百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参与举办的
各种专场论坛，也将在我省奶业引发头脑风暴，给我们以启
迪。我们还可以借展会推动消费、引导消费。因为展会更
接近消费者，也更接地气。消费者会在展会上看到最新的
产品，体验到全新的消费形式，接触新的消费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