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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菌中之王———
飞猫客云南珍稀野松茸

百菌之王，珍稀滋养。
采集于云南原始森林，这里气候冬寒

夏凉，常年干燥，雨量稀少，气温变化剧烈，
四季不甚明显，日差极大，有时达 20℃以
上。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等自然优势造
就优美的生态环境。其松茸的特点：色泽
鲜明，体形肥大，菌类白嫩肥厚，质地细腻，
口感极佳，并有浓郁的香气及营养价值极
高，享誉中外。

云南珍稀野松茸富含人体所必需的
18 种氨基酸、14 种微量元素、49 种活性
营养物质，更拥有 5 种不饱和脂肪酸、8
种维生素、2 种糖蛋白、丰富的膳食纤维
和多种活性酶，是人体滋补营养的顶级
食材。

同时，野松茸富含双链松茸多糖、松
茸多 肽及 全 世 界独 一 无 二 的 抗 癌 物
质———松茸醇 3 等珍贵的活性物质，具有
抗癌抗肿瘤、提高免疫力、抗衰老养颜等
功效，对治疗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有明显
辅助作用，还能促进肠胃功能，保护肝脏
作用，更是抗辐射、抗突变的好食材。

世外臻杞———
飞猫客一顶天红枸杞

产量稀少，所以珍贵。
专属产区，所以不凡：每一粒枸杞都

源自百瑞源中宁长山头和贺兰山东麓小
产区自有种植基地。

只因稀有，所以精致：精选新品种
“宁杞 7 号”，平均产量仅为普通枸杞的
五分之一。

科学农业，所以健康：百瑞源携手宁
夏农林科学院，在枸杞行业率先推出全
产业链模式，从枸杞品种选育、种植、栽
培、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生物防控等环节

严格把控。
数字说话，所以放心：223 项检测，严

格把控枸杞生长过程中的每一环节，
100%无农药残留，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
的安全。

简单大方，所以雅致：简约素雅，生态
环保，独立小包装，便携卫生。

枸杞养生：
枸杞性平味甘，归肝、肾、肺经，具有补

肾益精、养肝明目、润肺止咳、延缓衰老的
养生保健作用。可以直接嚼食，或在煮粥、
炒菜、煲汤、泡酒、泡茶时添加，养肝明目、
益肾强身。

特别提示，直接嚼食，是吸收枸杞营
养成分最完全的方法。

沙漠人参———
飞猫客内蒙古沙漠养生肉苁蓉

沙漠净养，全程有机。
这里是北纬 40°，中国内蒙古乌兰布

和沙漠小城———磴口，清康熙时期御赐阿
拉善亲王的封地，民间称为王爷地，中国
荒漠肉苁蓉的黄金产地。

荒漠肉苁蓉，中国传统名贵中药
材，中国九大仙草之一。历代处方中使
用频率最高的补益药物之一，其神奇功
效被人们所称道，20 余部著名中医典
籍中，都有明确论述与记载。民间自古
便有“宁要苁蓉一筐，不要金玉满床”
的俗谚。

《神农本草经》：肉苁蓉，味甘微温，主
五劳七伤，补中，养五脏，强阴，益精气……
久服轻身。

《本草汇言》：苁蓉，养命门，滋肾气，补
精血之药也。男子丹元虚冷而阳道久沉，
妇人冲任失调而阴气不治，此乃平补之
剂，温而不热，补而不峻，暖而不燥，滑而不
泄，故有从容之名。

养身心：黄金产地磴口有机苁蓉，激

活身体动力，平衡体内微环境。
益正气：温而不热、暖而不燥，层层从

容深透，随时持续饱满激情。
强免疫：富含松果菊苷、毛蕊花糖苷，

含有丰富氨基酸、生物碱、免疫活性多糖
等微量元素，全面滋养，提高免疫力。

食用方法：取自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
苁蓉中下部，均匀适中的颗粒可迅速析出
苁蓉有效成分，日常泡茶，煲汤、炖肉、煮粥
时放入一包，温和补益，轻身健体，给全家
人温和全面的健康滋养。

油中极品———
飞猫客宁夏亚麻籽油

烧（吃）出好菜，需要好油。
源自宁夏六盘山，纯自然生长，历经

春夏秋冬，四季雨露。尊重自然，回归本真。
原采当地纯天然有机亚麻籽经一级

压榨（最高等级）、物理压榨、冷冻脱蜡，仅
取第一道压榨油。从原料到工艺到产品，
选用优良，产出的亚麻籽油色泽鲜亮，清
香淡雅。

亚麻酸含量 57.2%，是目前市场上亚
麻酸含量较高的亚麻籽油。

长期食用，缓解三高，调节肌体健康，
抑制老化，促进脑部发育，增强智力，有“液
体脑黄金”之美誉。

干果圣品———
飞猫客厦门无公害无添加桂圆肉

优质鲜桂圆，从源头到产品，自然无
添加。

采用福建本地产的优质新鲜桂圆肉
精制而成，保持着桂圆肉香、嫩、滑特点，从
鲜果到成品经过多次严格筛选，以保证提
供质量精良的桂圆给大家。

桂圆肉味甘温补，富含丰富的维生
素及钙、铁、钾等微量元素，常吃益心脾，
补气血。

《神农本草经》记载，“桂圆，主五脏邪
气，安志，久服强魂魄，聪明”。《滇南本草》
记载其“养血安神，长智敛汗，开胃益脾”。
特别适合学生，上班族，压力大、体弱者，日
常补益，健体强身。

自有无公害桂圆基地新鲜优质桂圆，
无添加桂圆肉专利技术，全程可控。桂圆
肉晶莹剔透，香嫩可口，营养全面保留。益
心脾，补气血，日常补益佳品。

生态珍馐———
飞猫客四川农家腊肉

农场自养土猪，吃出小时候的味道。
采用农场自养土猪，让你吃出小时候

的味道。源自四川南充有机养殖场，每一
头成猪都在一年以上，只喂食粮食和农场
自产生态蔬菜。

采自凌云山的柏枝作为熏制腊肉的
上乘材料，榨汁后的渣皮用来手工烟熏，待
自然风干。秘料腌制，肉质鲜嫩，嚼劲十足。
安全，健康，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蒸、炒、炖
都能做出很好的美味。

粮中极品———
飞猫客东北有机生态富硒贡米

清皇祖地，贡米之乡。
好环境才能种出安全好米。富硒贡米

源自满乡———清王朝龙兴之地（清皇祖
地·生态新宾·黄金产品·贡米之乡），现辽
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辖区森林覆盖率高达
80%以上，境内有 1756 条源头泉水水源及
河流，水资源天然纯净无污染。

境内优质稻田 14 万多亩，自古就有
“响水河贡米，香飘万里”的美誉，有发展生
态农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群山环抱生态小盆地，高负氧离子笼
罩。口感绵软略黏，微甜有韧性，米香环绕
唇齿间，吃后忘不了。因为生长环境稀少，
所以特别珍贵。

落后产能加剧产业畸形

“当前中国种业似乎遇到了生产过剩的危
机。”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
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张世煌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主
要表现为产大于销，大量落后商品卖不出去，
企业纷纷倒闭，生产大幅度下降等等。“连续 3
年，局部环节产能过剩的种子产业已经呈现了
泡沫化危机。”

据悉，我国每年推广使用农作物主要品种约
5000 个，良种在农业科技贡献率中的比重稳定在
43%以上。良种在农业丰产的所有因素中贡献最
大，无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以及未来
农业，都离不开优质的种子。没有种子，农业生产
则无法进行。

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曾表示，我国自育品种
占主导地位，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据专家介绍，种子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

流通过程中，要经过一次或几次的停留,这种在
流通领域中的停留就形成了种子库存，它是种子
在流通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形态。

众所周知，种子一旦错过最佳销售期，贬值
速度非常快。就像卖鱼，新鲜的时候没有卖掉，就
不值钱了。

数据统计，我国 2014 年杂交稻制种面积
140 万亩，产种约 2.3 亿公斤；加上有效库存约
1.25 亿公斤，2015 年可供种约 3.55 亿公斤，生
产需种约 2.45 亿公斤；2015 年水稻种子库存量
约 1.1 亿公斤。

记者从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了解到，种子库
存积压已经不是偶然现象，资料表明，玉米和水稻
种子库存曾分别超过需求量的 100％和 48%。

其实早在第十一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暨产
品交易会上，就召开了 2013~2014 年全国主要农
作物种子供需形势分析会。会上公布了 2013 年

全国主要农作物种子供需数据，结果显示，全国
主要农作物种子供大于求，库存压力大。

“市场供求关系影响价格变化，也直接影响
农民的收入，依照往年全国主要农作物种子的供
需形势，直接反映为种子价格走低，种业整体利
润下滑。”张世煌表示，其中，“两杂”种子市场格
外冷清，只有西南杂交玉米种子和广东杂交水稻
种子维持了往年价格水平。这种利润率下滑的局
面将危及种业的自身安全。

有企业表示，这一轮“两杂”作物种子同时出
现高库存局面，而且持续时间这么长，还是过去
20 年的第一次。

产品库存过多是种子企业最大的风险。“种业
与其他制造行业不同，它的生产和销售环节不连
续，库存积压一压就是两三年，错过最佳销售期之
后，贬值速度很快，盲目生产的风险非常大。”河南
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闫永生说。

种子已经供过于求

在 2015 新春到来之际，联盟组织的这
批安全放心好食材，全部都是基地直采，不
经过任何中间渠道，确保价格实惠；所有产

品都严格遵循品质标准，必须做到生态、安
全，品质有保障才能入选；联盟还为这批生
态食材，组织了专门设计的礼品包装，高端

大气上档次，完全做到物有所值。更关键的
是，由于对品质、产地有严格要求，这批生
态年货将只有 1000 份！是真正的限量版，

只为少数人享有！
据了解，这批高品质的生态食材包括

以下产品：

产能过剩危机倒逼种企转型
姻本报见习记者秦志伟郭爽

不久前，一张“英雄帖”的发布，
犹如平地一声雷，在业内掀起了千
层浪。“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
行动中来，让更多的人一起关注食
品安全！关心孩子和家人的健康，
拒绝农药化肥催生的蔬菜水果，关
注脚下的土地！”这温暖的文字，打
动了很多人内心最柔软的情怀。一
时间，“田园梦”成为行业内外的热
点话题。

中科生态食材探索联盟依托独
特而强大的资源和背景，集结科学
家、消费者、生产者、媒体等多方力
量，为推进食品安全而努力。

中科生态食材探索联盟成立以
来，连续展开了线下品鉴活动、产品
大 PK，以及脐橙大团购等多次活动，

吸引了全国消费者的参与，在短时间
内迅速集结了众多核心会员。联盟经
过严格鉴证、认真溯源后推荐的产
品，让很多消费者不仅大饱口福，更
是大力支持联盟的“不信任、不消费”
主张，完全相信联盟所选生态食材的
高品质。

遵循“用科学和良心捍卫食品
安全”宗旨，中科生态食材探索联
盟自成立以来，已经集结全国超过
200 家优秀企业、严格挑选出 100
余种送到餐桌上的安全放心好食
材。在广大核心会员心目中，联盟
标识“飞猫客”已经成为信任消费
的权威标志。

因此，今年买生态年货，当然要
去联盟的“飞猫客”看看啦。

生态年货闹新春，越接“地气”越有人气

临近春节，联盟里的许多朋友
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选生态年货
呀？

更有人说，我们以前选年货，都
是只看外包装，只要包装好看，显得
大气、有面子就可以了。但这些年来，
频繁不断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让我
们渐渐将安全、健康放在了首位。我
们特别想买一些真正健康安全的年
货，送朋友、送家人，既要方便还要健
康安全有保证。

中科生态食材探索联盟及时了
解到群友们的呼声。我们深知，“生态
年货”的走红，缘于消费者对“原生
态”的逐步看重，渴望“天然”“绿色”

“安全”食品的愿望逐步抬头，在这种
重大关切面前，一直以来倡导“以科

学和良心捍卫食品安全”的联盟更是
责无旁贷。

为此，中科生态食材探索联
盟专门发起了 2015 生态年货采
购计划，派出专门的鉴证人员，前
往内蒙古、宁夏、云南、四川、福
建、东北等各大生态产地进行考
察调研，从联盟成员当中精心挑
选了一批安全、健康、珍稀的生态
食材作为年货大礼，奉献给我们
的消费者。

消息一传出，就受到了众多消
费者和采购单位的青睐，现在，“田园
梦生态年货”礼包已经预订出了几百
份。抢购热销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了
人们对品质生活的向往、对原生态食
材的追求。

每年临近春节，大家好似都在
忙着两件事：抢车票，是为了确保按
时回家；备年货，是为了过个合家团
圆欢乐年。相比之下，似乎这年货的
选购更受到全家关注，如今俨然成了
家家户户春节前的“必选动作”。

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加强，年

货的选择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生
态、健康、安全，不经意间成为新宠，
消费者们的“口味”也纷纷倾向那些

“土里土气”却健康养生的产品。有机
类、坚果类、滋补产品、各地特产类等

“生态年货”一时间成为百姓选购年
货的主角。

生态年货，在哪里淘最放心？

2015闹新春，选年货应该看什么？

送朋友送家人，什么样的年货最合适？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生态年货，您看着还满意吗？毫不夸张地说，2015过春节，这可能是中国新农人最用心的生态年货了！未来，我们还将把更多更好更健康的生
态食材推荐给您，请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

联系电话：010-84378226 13691056068 13911051048 淘宝店铺搜索：中科生态食材探索联盟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近日，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发布，2014 年国
内杂交玉米制种面积 295 万亩，产种约 10.1 亿
公斤；加上有效库存约 10 亿公斤，2015 年玉米
可供种约 20.1 亿公斤，实际需种约 12 亿公斤，
2015 年玉米种子库存量约 8 亿公斤。

种子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特殊生产资料，

是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农
作物优质高产的内因，是各项先进农业技术措
施的核心载体，更是决定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
关键因素。

尽管种子的基础性地位和在现代农业中
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目前亟待改变供过于

求的被动现象。
在采访中，相关专家一致认为，虽然 2014

年产种量是近年来首次少于年度需种量，但由
于连续 3 年积压量大，加上官方未能统计到的
制种面积，总量仍供过于求，局部环节泡沫化
现象危及到种业自身安全。

种业局部环节的泡沫化将借助市场经济的
严酷力量推动种业内部的改革与创新。面对改
革，张世煌提出建议，要提高育种研发能力。实
力较强的企业可以从国际市场引进高端人才，切
不可盲目乱抓，要根据企业需求重点从跨国公司
引进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善于管理创新团队的主流
科技人才，而不应该从大学和公立科研机构里引
进只会写论文的一般人员。目前阶段更不要急着
引进生物技术人才。这类非主流人才对改造企业
的主流运行机制和团队管理而言难以发挥骨干作
用。同时，中国企业尚十分弱小，迫切需要吸引热
钱投入种业，但热钱具有明显的投机性，哪里赚钱
就投向哪里，要谨慎选择。

对此，闫永生认为，企业应该改变竞争战
略，从靠降低成本转向研发创新，提高决策水平
和管理能力。“2013 年，金博士种业就没有制种，
2014 年也只有微量制种，今年我们就可以轻装
上阵了。”闫永生自信地说。

业内人士也表示，企业要学会正确评估自
己，而不是效法别人。现代种业是一个较长的产
业技术链条，须合理安排投入，既考虑当前的生
存与发展，也必须想着 5 年甚至 10 年以后的危
机和市场陷阱。

尽管目前种业库存积压严重，但是一些有
竞争力的种企却并不担心行情问题。采访过程
中，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库存积压是产业结构
调整阶段的正常现象，甚至是好事。四川仲衍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华表示，仲衍种业
正在努力抓住行业调整所带来的机遇，通过并
购重组迅速壮大起来。

而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富民种业有限公司经
理张彦民则表示，玉米种子库存压力减轻还需相
当长的时间，在这过程中迫切需要调整产品结构，
由于积压的大多是不对路品种，今后要不断地淘
汰那些过时产品，使种子产销进入良性循环。市场
需要的是把好种子卖到适合它们的地方去。

相较于行情改善，企业更看重的是行业自
身发展，即能否利用这次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行
业的规范化和市场的有序化。在企业看来，政府
部门应该重视“三个打击”：打击假冒伪劣，打击
基地私繁滥制，打击侵权。

张世煌还建议，不具备育繁推一体化条件
的企业应放弃科研，转型做基地、营销等专业化
公司；或者某些小型企业只做育种研发型公司，
不做生产经营。这些措施都能够使企业绕开陷
阱，或者把风险转移给别人去扛。

“今后，更重要的是要分散危机。”张世煌
说，自 2013 年以来发生的种业产能过剩所带来
的危机将延续到 2015 年底甚至 2016 年，这次危
机虽然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但也为非农资本
大规模进入和整合种业资源，提升种业的创新
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创造了机遇。今后几年，
非农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将给中国种业带来新的
希望。

中国是农业大国，提升种子的质量在农业生
产发展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我国农作物新品种
开发能力越来越强，生产用种得到有效保障。水稻、
小麦、大豆、油菜等几乎全部为我国自主选育品种；
玉米和蔬菜，85%以上种植的是自育品种，例如自
主选育和推广了郑单 958、浚单 20、吉单 27、登海
605、农华 101、隆平 206 等一大批玉米优良品种，实
现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

而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种子工作。国
务院全面部署种业发展工作，2011 年、2012 年、
2013 年连续 3 年出台 3 个文件，措施之实，力度
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在经
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农业特别是种业发
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的情况下，作出这样强有

力的部署，对于推动我国种业发展尤其是粮食安
全的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尽管如此，中国种业还是面临着严峻的落后
产能过剩问题。“改革是被迫进行的，面对过剩的
落后产能，只能被迫接受改革思路。”张世煌告诉
记者，当前的产能过剩，必然导致全行业平均利
润率降低，而且有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不是每一
个企业都能突出重围，必然有许多企业中途倒
下，黯然退场。

有专家指出，产能过剩是由于缺少市场竞争
机制，以及双重利益集团的阻碍造成的；非市场
因素干扰保护了落后产能，加剧了产业畸形。其
后果将是恶性竞争和价格战。

“种子价格上行有利于创新型企业发展，但

不要以为价格战对农民有好处，更不要以为价格
战会挡住跨国种业，价格战只是饮鸩止渴而已。”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过剩的产能还包括研发能力。”张世煌说，
例如，个别较好的企业被外企兼并或重组，经过
改造，消除体制束缚，将发挥出一部分创新能力。
特别是中国玉米育种能力严重过剩，育种方向和
技术路线严重偏离正确方向，育种研发的管理方
式背离市场经济要求，致使我们的研发队伍发挥
不出应有的效率。

“当前，我国种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优良品种选育和推广总体水平还不高，
种子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也较弱，迫切
需要改革。”某种子公司科研人员如是说。

中国种企期待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