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禽产业

应以建设大型畜禽
产品加工企业为龙头，
以建设大型畜禽产品批
发市场为重点，逐步形
成产品产地与销售终端
无缝对接的智能温控仓
储、冷链运输、加工配
送、终端销售、全程可追
溯的“无断链”畜禽类冷
链流通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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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每事问”频道更多精彩内容。

2020年 7月 14日，济南市发布《关于加
快全市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到2025年创建1
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新建和改造提升
50个田头市场、450个村级仓储保鲜设施，果
蔬、肉类和水产品的综合冷链流通率达到
50%左右，冷库容量达到 300万立方米，冷链
运输车辆达到 900辆，国家星级冷链物流企
业达到10个以上，建成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相
匹配、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冷链物流服务体
系，打造成为全国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集聚
总部基地。

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节点布局
在主要农产品产地与集散市场，依托济

南市重点冷链物流园区，创建国家骨干冷链
物流基地。

引进和培育一批农产品冷链物流骨干

企业。
重点配备冷藏保鲜库、冷链央厨和净菜

加工生产设施，打造具有数据保障的安全和
温控双追溯监控体系，提高农产品冷链储输
能力。

完善田头市场冷链物流设施，布局村级
仓储保鲜设施。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生
鲜农产品主产区内选择 450个重点村，支持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建设村级仓储保鲜
保活设施，解决冷链物流“最先一公里”问
题。

健全农产品下行冷链物流体系
依托市场专业主体，引导有条件的住宅

小区加强生鲜投递柜、社区配送站等末端节
点建设，推广冷藏箱、箱体蓄冷等配送设备
和技术，疏通“最后一公里”。

推广应用微型冷链物流车、多温层冷藏

车，重点拓展菜篮子直通车配送功能。
引导配送车辆配备导航定位系统、车厢

温度感应系统，实现运行监控数据与物流行
业综合信息技术平台、品牌农产品供应链双
追溯信息互联平台有效对接。

鼓励大型零售企业发展“连锁+冷链配
送”“网络化冷库+生鲜配送”“生鲜电商+冷
链宅配”“冷链央厨+食材冷链配送”等物流
模式。

推动农产品冷链物流创新发展
引导科研机构、专业标准化技术机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参与制定农产品冷链
物流领域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鼓励制定
技术指标高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或团体
标准。

鼓励多元化投资进入冷链物流市场，培
育一批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先进、核心竞争

力强的第三方冷链物流龙头企业。
鼓励具有先进技术的冷链物流服务商

在济南市设立总部基地或分支机构。
加强公铁联运、铁水联运、陆空联运等

设施建设，打造以“干线运输+区域分拨”为
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多式联运网络。

政府“真金白银”给补贴
另外，对符合条件的农产品物流企业主

体，济南市财政每年从涉农资金中统筹安排
3000万元资金，重点支持大型农产品冷链物
流骨干企业发展、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
建设、冷链装备设备配置、信息平台建设和
标准制定等。其中，对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
设施建设项目，在落实中央财政资金的基础
上，按照单个主体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
设备不超过总投资的 10%、总补贴额不超过
30万元的标准给予叠加补贴。

龙江大冷链龙江大冷链

择菜、清洗、预冷、速冻、包装……眼下正是我省山野
菜上市季。

在扩内需消费升级与常态化疫情防控冷链食品全程
可追溯的大背景下，如何保证生鲜美味一键抵达远方餐
桌，既保证食品安全又不丢鲜味儿，是国内企业提档升级
之路上普遍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今年两会首场“部长通道”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
健称，下一步乡村建设行动要建好硬件，包括建设仓储设
施和冷链物流，解决好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的问题。

《黑龙江省“十四五”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要建设一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7个省级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63个县级冷链物流配送中心。

冷链物流！这个“高冷”产业随即站上风口，倒逼各
地构建大冷链体系。

从目前的全程可追溯，到未来的无断链保鲜，我省存
在哪些短板？下一步该咋做？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冻货里淘金
记者在北安华升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看到，这里一派繁忙景象，经
过近二十道工序，广受市场欢迎的速冻
山野菜水饺被送入冷库，在零下 18摄
氏度以下的恒温中，等候装上同样是
零下 18摄氏度以下的冷藏车，运往全
国各地。山野菜水饺、玉米、蔬菜、豆
制品……80多个品种的速冻产品让这
家企业全年无淡季。

在位于兰西县开发区的黑龙江中
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加工车间里，
记者看到，身着统一洁净服、佩戴口罩
的工人们站在机器前，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南瓜、西兰花经过加工车间的预处
理、切丁、包装等环节，制成速冻的南瓜
丁、西兰花。

公司总经理宋全宝介绍，虽受疫情
影响，但企业的速冻产品供不应求，早
在年初，来自日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4
月份。

●咋样做到全年旺季？
同样是产自黑土地的农产品，当大

部分鲜活农产品只能应季旺销，更多的
时间面临优质难优价，甚至滞销时，是
什么让这两家企业的农产品全年旺销，
并带动农民增收？

记者在北安华升公司内看到，这里
拥有 1.2万平方米、库容 5万立方米的
两座冷库。据悉，该公司 2017年被列
为商务部冷链物流标准化企业试点，生
产的速冻产品从基地采摘到加工速冻
10个小时内完成，最大程度保持新鲜
度，储存运输实现全程可追溯。

总经理李东升介绍，以玉米为例，
由于冷链体系，玉米实现了全年销售，
每穗玉米除去种植、加工、运输成本，利
润可以达到 0.7元/斤，提升效益 50%，
这样一年增加收入上千万元。公司目
前与 5个合作社合作，可带动上千农户
增收。公司还通过全程冷链物流配送，
与多家线上电商及线下超市合作，商品
销售覆盖全国 75%的区域，并且远销世
界，出口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多个国家，让更多的人品尝到黑
土地培育出的美味。

中舜公司同样得益于产加销全程
冷链体系，总经理宋全宝说，寒地黑土
的农产品质量好，冷冻蔬菜可挖掘空间
特别大。“在基地，我们发展订单农业，
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了蔬菜原料供应问
题；在生产方面，我们利用国外先进的
冷冻技术，层层把关，保证食品的新鲜
度和安全性；在市场拓展上，未来我们
不仅注重国外市场，还将满足国内市场
消费升级的需求。”

“链”到地头的企业
少之又少

行业协会调研：
“龙江冷链”
存在四大短板

建设冷链物流体系，济南正在这么干……

？？

链接超

啥是冷链物流？

冷链物流是指物品
在生产、仓储或运输和
销售过程中，一直到消
费前的各个环节中始终
处于产品规定的最佳低
温环境下，才能保证食
品质量，减少食品损耗
的一项系统工程。冷链
物流的对象产品范围广
泛，包括农产品、畜禽肉
类、水产品、花卉、加工
食品、药品(疫苗、血液)、
化工品等。

进入“十四五”时期，想方设法推动农产品在“最初一公里”就
变成标准化的高附加值商品，把农产品产业链增值更多留在乡
村、惠及农民，已成为共识。

针对我省农产品企业冷链物流存在的短板，省科顾委商贸流
通组专家、商业经济学会执行会长李彦春提出，加强产地冷链基
础设施建设，解决应季生鲜果蔬集中上市带来的农产品损耗，
实现错峰上市。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农产品生产者、食品经
营企业、流通企业等在产地建设相应规模的移动型、共享
型冷库、气调库等仓储设施，或在产地建设包括仓储、
清洗等相配套的集配中心，实行一站式、标准化

代服务。
针对产业发展，李彦春还建议构
建四大产业冷链供应链。

专家建议：
各产业“冷链策略”
可不同

咋破局咋破局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2020
年我国冷链物流总额为 4.81万亿元，冷链
物流总收入达 2886亿元，同比增长 20%以
上。预计到 2025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
模有望突破5500亿元。

而在我省，像中舜、华升这样将冷链
“链”到田间地头的企业少之又少。而这种
冷链物流方面的短板，在全国也很普遍。

据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
朱明介绍，果蔬、粮食在离开田间地头后要
及时处理，前者要降温，后者要降水。一旦
错过这个窗口期，果蔬就会烂掉，粮食会产
生黄曲霉素。但由于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基
础设施不足，中国果蔬产品在“最初一公
里”的损耗率高达 15%—25%，相当于浪费
了1.2亿亩耕地种出来的产品。

黑龙江省食品冷链物流协会会长王玉
合介绍说，冷链物流是生鲜商品安全的重
要保障，但因起步较晚、桎梏太多、投资巨
大，国内的冷链物流行业整体发展速度缓
慢，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我国综合冷链
流通率在 20%上下，而美、日则达到 90%以
上。

“目前，我们正在以协会为依托，打造
‘龙江冷链’平台，形成农产品营销联盟，
让农商互联，努力打造网络化、标准化、
规模化，打通产、加、销、运各环节的‘龙
江冷链物流’。”王玉合表示。据黑龙江
省食品冷链物流协会调研，我省目前冷藏
车保有量约 1500 辆，冷冻仓库约 580 座。
黑龙江省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尚存四大
短板：

一是温度达标的冷藏库数量少。

据调查统计，温度达标的冷藏库仅占
1/4左右，难以满足鲜活农产品旺储淡销、
调节供求关系需求。

二是产地冷库严重缺乏。

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
庆、绥化 6个城市占全省冷库总数的 65%，
其余 90%以上都在县城。由于产地冷鲜储
存设施极度缺乏，导致“最初一公里”预冷
无法实现。

三是小型化分散特征明显。

虽然我省是绿色食品大省，但农民合
作社等种养殖主体较为分散，呈现小型化
特征。同时，加工企业中 85%为中小型企
业，且分布在全省各地，缺少大型加工企业
对物产资源的整合，开展食品冷链流通压
力较大。

四是供求信息不对称不匹配。

全省冷链物流尚未形成网络化、标准
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格局，产、加、销、运
各环节基本属于单打独斗。由于缺少信息
交流渠道，货找不到车、车找不到货的情况
基本属于常态化。

冷链物流站上风口，我省潜力巨大但存在短板，
“链”到田间地头乃当务之急

速冻蔓越莓

○食品加工产业

应以哈尔滨、大庆、绥化等
地及农垦系统乳品加工、速冻蔬菜
和浆果加工产业集群为依托，建设
集产后预冷、冷冻贮藏、冷藏运输
及配送和冷冻销售等功能一体

化的冷链流通供应链。

○水产品产业

应以我省名优特水产品
为依托，建立以大型养殖基地
和水产品市场为支撑的冷链流
通供应链；依托我省口岸优势，
发挥绥芬河等保税区功能，建
立境外海产品和淡水产品

冷链物流体系。

速冻南瓜速冻南瓜

冷藏车

商务部在全国开展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试点。

北安华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北安华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果蔬产业

要依托果蔬生产基地，
加快建设具备集中采购、分拣
加工、跨区域配送能力的果蔬配
送中心等低温储藏保鲜设施，形
成具有专业化水平的果蔬冷链
流通供应链，提升特色果蔬

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