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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学细悟 乘势而上
奋力开创畜产品行业发展新局面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 张金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特征，指出了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是中国供销合

中央高度重视供销合作工作，总书记曾先后6次对

作社的根本任务，确立了深化综合改革、完善体制

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在总社“七代

机制、拓展服务领域是我国供销合作社新时代的奋

会”召开之际，总书记的重要批示，深刻阐述了供

斗方向。

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指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供销合作社自诞生之日

出了供销合作社的性质作用，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供

起，就是我们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

销合作事业发展的历史使命，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重要抓手，始终同党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和中心

的供销合作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中国畜产品流

任务紧密相连。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党和国家事业

通协会作为供销合作社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务必深

发展全局，是供销合作社独具特色的政治优势，是

学细悟，笃信笃行，脚踏实地，深入贯彻落实。

供销合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是总社主管的、服务畜产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

品行业产业发展的全国性社会组织。畜产品行业产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立足服务

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繁荣稳定城

农业农村发展，是继续办好新时代供销合作社最大

乡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保证经济建设与改革的

历史机遇。要在服务“三农”工作大局中深入挖

顺利进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

掘自身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坚定事业自信，

新征程中，协会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

增强信心决心，努力把新时代供销合作社建设

要指示精神，提高站位，围绕大局，开拓进取，不

好、发展好。

断提升服务畜产品行业产业能力，奋力开创畜产品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畜产品行业是“三农”

行业发展新局面，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

的重要组成部分，畜产品流通是供销合作系统服务

兴贡献力量。

“三农”的重要内容。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促

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新起点担负新使命

进和带动畜产品行业快速发展，畜产品流通协会在
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振兴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思想深刻、内涵丰

作用。下一步，协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富、高瞻远瞩、指引方向，明确了供销合作社是党

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提高站位，强化使命担当，谋

领导下的为农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定

划新思路、赋予新动能，进一步推动畜产品行业健

位，指明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本质

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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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为农初心，抓实抓牢主业主责

产业扶贫为重点，推动脱贫攻坚与服务乡村振兴有
机衔接。通过分支机构助力扶贫、龙头企业带动扶

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重要指

贫、金融创新合力扶贫、培训指导支撑扶贫等多种

示强调，供销合作社要坚持从“三农”工作大局出

形式，积极开展畜产品产销对接，借助扶贫“832

发，牢记为农服务的根本宗旨，既要成为服务农民

平台”推荐贫困地区扶贫产品，通过教育培训实现

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又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

技术脱贫等途径，真正帮助农牧民脱贫不返贫，不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为总社主管的行业协会，坚定

断发挥协会在脱贫攻坚中的生力军作用。

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导协会工作实践，
紧紧围绕新时期供销事业发展主线指导协会高质
量发展。
（一）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畜产业发展中的
职能

着眼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在全球面临疫情考验、国际环境变化错综复
杂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协会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

要充分发挥协会在推动行业发展的服务、协

作总基调，继续推进畜产业恢复和保供稳价，稳定

调、自律、维权的职能，不断提升为农服务的综合

畜产业发展，积极促进肉牛肉羊产业发展，扎实做

服务能力和水平。以创新理念推动行业品牌塑造工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克

作，积极主办大型交易会、博览会，不断提升协会

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内强化管理，

影响力；拓展业务领域，争取政府购买服务，进一

对外提升服务，切实强化责任意识，不断创新工作

步拓展服务功能；加强行业自律，通过推进诚信体

思路，健全管理机制，加强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利

系建设、标准化体系建设，推进品牌建设引领行业

益，助推我国畜产业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规范化发展；加强行业企业调研，了解行

（一）发挥行业引导作用，促进畜牧产业转

业需求，维护会员权益，持续提升服务行业的能力

型升级。做好行业调研工作，了解行业新情况、新

和水平等。

问题、新思路，提出合理建议，并积极反映行业诉

（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求，撰写调研报告及畜产业发展年度报告。同时要

行业协会在推进行业发展中是政府、企业和行

跟踪畜产业发展动态，引导促进畜产业健康发展。

业的重要枢纽和代言人。随着政府机构职能改革的

要理性剖析当今我国畜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

深入，行业协会作用会越来越大。作为一家涉农行

战，向有关部门提出应对策略建议，并在协会官网

业协会，不仅需要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行业协会

及官方微信平台推广发行。科普推广，正确引导舆

的平台作用，同时借助供销合作社服务能力、综合

论，及时通过科学手段消除消费者的误解与讹传。

实力、社会影响力等优势，持续不断与供销合作社

积极推进畜产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引领行业标准

发展深度链接与融合，在整合资源、规范管理、有

化、规范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序发展上下功夫，促进畜产品产业发展资源共享、
经营主体联动发展，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二）积极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互
联网+”的建设，提升畜产业数字体系发展。进一

（三）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脱贫攻坚中的优

步加强“互联网+”在畜产业中的应用，进一步推

势要借助畜产品行业在精准扶贫中的机遇，以开展

动畜产业智能化信息化发展进程。探索与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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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打造数字羊绒体系、建设完善畜产业信息采集

战略同盟合作，带领会员积极参与产业链下游商业

的途径，扩展行业服务能力和服务方式，为会员提

交流活动。推进养殖企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

供更为科学、详实的行业信息数据。通过跨界的技

快自屠宰、食品加工生产后端延伸产业链，建立可

术集成，共享共生，为智能畜产业提供管理、交

追溯的畜产品食品安全体系、增强企业应对市场风

易、金融、保险等综合业务对接服务，搭建智能畜

险能力，提升价值链。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对接，联

产业系统解决方案平台，用全新的思维和模式运营

合金融保险机构，推进养殖收益险、价格指数险、

分会，展现诠释协会为会员、为行业、为社会服务

保险+期货全产业链组合险等新试点。

的初衷。协会将通过举办畜产业博览会、科技新成

（四）加大东西部产销对接，巩固扶贫攻坚成

果发布与推介等活动，引导新产品、新技术、新业

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

态、新模式在行业中的推广使用，带动畜产业技术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协会

创新，促进畜产业转型升级。

将严格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三）推动畜产业产业核心区域、冷链可追

衔接“五年过渡期”和脱贫攻坚“四不摘”要求，

溯体系的建设，促进畜产业有效投资。以中国畜产

突出防返贫动态监测和产业风险防范两大任务，常

业行业先进企业为契机，树立行业优秀品牌形象，

态化开展调度，动态化监测，随时查补漏点，及

进一步推动品牌畜产品消费，提升畜产业价值链。

时补上产业帮扶措施，构建完善脱贫攻坚有效衔

开展畜产品消费专题调查，研究畜产品消费结构与

接乡村振兴的产业扶贫工作机制。特别深入推进

消费心理变化趋势，科学引导畜产业品牌培育思路

“3+X”特色产业攻坚行动，实施扶贫产业提升行

及市场营销模式，继续推进“加快推进名优畜产品

动，补上产业设施、市场营销、技术服务等短板，

品牌建设行动计划”，顺应畜产业差异化特色化发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引导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参与，

展，以牛、羊为重点建立产业核心区域，引导优质

不断增强群众“造血”功能。此外，协会还将围绕

特色畜产品品牌消费。加强市场渠道对接，促进畜

重点任务，突出扶贫产业和扶贫产品，组织农产品

产业关联协会和组织之间横向交流与合作，进一步

产销对接，深化拓展消费扶贫，为进一步推动畜产

深化与中国肉类协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中国烹

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稳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饪协会、全国农产品冷链物流联席会等社会组织的

化和乡村振兴计划，做出畜产业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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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迈入行业“十四五”发展新征程
——记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调动多方资源促产业发展

日前，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陆续接到内蒙古二

发展的重要课题；首次举办全国毛皮产业发展论坛

连浩特、锡林郭勒盟、河北清河等主要产业集群地

暨中国供销·首届昌黎貉皮拍卖会，通过拍卖平

主管部门的感谢信（见文末）。

台，整合、延长和强化了毛皮产业链，带动整个产

信中纷纷表示：2020年中畜协积极调动行业资

业链健康发展；首次举办CPSC 2020国际名猫展暨

源，协助当地产业对接工作，推动当地产业发展。

首届带宠杯国际名猫摄影大赛，为广大摄影爱好者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期待与中畜协更加

和饲养者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平台，为宠物行业发展

紧密地合作，携手共创畜产品行业发展新局面。

拓展新的方向；首次提出在内蒙锡林郭勒、云南保

我国是畜产业大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畜产
品滞销问题凸显，协会发挥产业链资源聚合优势、

山和吉林延吉等地打造“中国牛羊产业核心区”，
稳步推进产业发展。

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用金融等手段推动我国畜产
品行业快速复工达产，为牧业增效、牧民增收做出
应有贡献。

重视调研工作 夯实基层服务
2020年疫情极大地影响畜产业的发展，为了进
一步掌握行业情况，协会先后深入到北京、河北、

举办行业活动 创新服务平台

山西、内蒙古、新疆、江苏、浙江、上海、湖北、

2020年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应广大会员单位

四川、甘肃、西藏等近20个省（区）对行业包括绒

的要求，适时以创新理念、产业联动互助等方式助

毛、毛皮、牛羊产业、宠物、兔业等企业进行了走

推行业活动。一是以创新理念召开品牌会议。在河

访，深入了解行业情况，为开展更务实有效的服务

北清河主办以“‘双循环’经济下，绒毛行业如何

奠定基础。

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十七届全国绒毛会议。平

特别是，2020年10月22日至23日中国畜产品流

行举办了“中国（清河）绒纺产业发展对接会”与

通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及行业龙头

“第五届中国绒毛产业发展峰会”，且先后参加各

企业到我国对蒙古国开放的最大口岸——二连浩特

类行业活动几十次。行业同仁汇聚一堂，研讨应对

市进行考察及座谈，与当地政府积极围绕绒毛、羊

疫情新对策、谋划行业新趋势，以此推动国内国际

肉等产业链延伸进行探讨，引导现有绒毛加工企业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二是以创新形式首

打造品牌，加快引进进口活羊加工企业、培育工业

次举办四项活动。首次通过直播的形式，举办主题

经济新的增长点，推动二连浩特相关产业高质量发

为“后‘疫’时代话发展”的毛皮行业发展直播峰

展。此外，中畜协积极推动进口畜产品及中蒙羊产

会和毛皮基因工程疫苗——常迪上市线上发布会的

业边境经济合作区、边民互市贸易区、中蒙经济合

网络视频会，共同探讨疫情下推动毛皮产业可持续

作区“三区”建设，以期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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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牧民增收的
长远之计。2020年，协会千方百计解决扶贫产业、
恢复生产面临的困难，为复工复产创造有利条件。
由中畜协主办的“东西协作—消费扶贫”——锡林
郭勒盟苏尼特羊品牌等推介会分别在南京、上海举
行，力求让“锡林郭勒羊肉”享誉四海，成为全国
畜产品中的佼佼者。中畜协积极推动行业上下游产
业对接，使内蒙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产
品成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肉类供应产品之一，促进
当地畜产企业快速复工达效。特别是协会牛羊产业
分会会长单位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情
疫情期间，张金诚一行还深入锡林郭勒盟考察

系牧民，通过“龙头加基地，基地带牧户”的产

调研，并与锡林郭勒盟人民政府、苏尼特右旗人民

业扶贫模式，辐射带动了2100多户牧民实现稳定增

政府围绕锡林郭勒盟建立“中国草原羊之都”、召

收，董事长周勇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

开牛羊产业大会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推动内蒙古

奖”，成为行业宣传的榜样。

羊产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十三五”以来，我国畜产品行业
立足资源优势，在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支持产业扶贫 巩固脱贫成果

基础上，科学有序发展畜牧业，推进畜产业供给侧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

结构性改革。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畜产品行业克

展带来很大影响，也给决战脱贫攻坚任务造成一定

服困难、千方百计加快传统畜产业向现代畜产业转

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决心、更强

型发展步伐，不断提升畜产品的高端供给，促进畜

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产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深层互动，逐步形成了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2020年，协会严

一条具有草原特色的现代化畜产品行业发展之路。

格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协会要深入

“五年过渡期”和脱贫攻坚“四不摘”要求，引导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

支持产业扶贫。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静积极与会

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胡春华副总理批示要求，立足

员单位、地方政府联手共同开展行业扶贫工作，先

行业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

后协调落实牦牛绒加工扶贫项目顺利落地四川阿坝

局，聚焦重点领域，补齐改革短板，增强内生动力

州黑水县；与国家毛纺织检测中心、北京服装学院

和发展活力。协会要切实成为政府的参谋、企业的

在西藏当雄县羊井镇彩渠塘村召开牦牛绒分拣、质

助手、行业发展的推手，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优势，

量检测及毛毡设计等内容的扶贫技术培训工作，推

深入参与畜产行业政策研究制定，服务行业宏观调

动当地牦牛绒产业发展；助力陕西省中德国际扶贫

控，加快健全畜产品流通网络。协会还要不断创新

产业园发展羊绒产业脱贫攻坚工作，引领全县79个

畜产行业流通方式，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参与农村

村集体、6271户贫困户增收致富等项目的推进。

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提升中国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

疫情期间，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

平，为开创畜产品行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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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内外双循环新格局
打造畜产行业发展新动能
目前，中国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走在全球前

牛羊肉消费催生多元发展

面，展现了巨大的体制优势和经济韧性，也提振了
全球信心。面对海外疫情严重、中美经贸关系复

我国牛羊肉内销市场经过多年发展，人均消费

杂严峻，730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

量与发达国家之间仍相去甚远。据不完全统计，我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国牛、羊肉消费总量分别为794万吨和494万吨，分

局”，主要是扩大内需，发力新基建、扩大消费和

别排名世界第一和第三。尽管如此，我国人均牛羊

改善民生，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肉年消费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牛羊肉产

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大力推动结构调整和改

量均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我国牛羊肉内需发展远未

革开放。

触及到天花板。未来，随着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逐渐

这是应对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
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在危机中育新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关键一招。

转变、消费习惯逐渐培养，我国牛羊肉行业规模将
有望继续增长。
在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循环经济，需采取超常规

数据表明，在外需萎靡情况下，中国经济从

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企业不断提高产能，以期

2020年一季度-6.8%的增长率到二季度3.2%的快速

更好地适应内需市场。可喜的是，在羊肉主产区内

恢复，靠的是国内市场巨大的空间。2020年7月中

蒙古、新疆和甘肃等地，政府正着手打造本地羊

国制造业PMI指数继续小幅提高，表明国内经济保

肉品牌，通过资金补贴、建设交易市场等措施，

持回升态势。因而，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

推进国产羊肉的品牌化发展，以高品质产品获取

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正逢其时，消费已成为中

市场份额。

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此外，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为了支持推动行业

最近“经济内循”一词也成为中国畜产品人讨

有序地复产复工复市的工作，与会员单位共同携手

论的热点，大家一致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内

开拓新市场、新销售模式也开始涌现，国内多家牛

循环经济模式箭在弦上。

羊业龙头企业动作频繁。内蒙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

顾名思义，内循环经济即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有限公司成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肉类供应商之一。

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投资，构建国内产业链与供应

内蒙古羊羊牧业有限公司坚持公司+基地+农户的

链系统，减少生产和流通环节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

发展之路，带动内蒙古锡林格勒盟养殖户走上致富

赖。当前，对于中国畜产品行业来说，必须积极应

路；西藏高原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青海开泰农牧

对这种变化，在大变局中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业开发有限公司、四川理塘县高城鹏飞牦牛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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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但由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衔接不畅，一
些外贸型出口企业业务受阻。
仅就毛皮制品出口来说，2020年第一季度，我
国出口毛皮服装72.43万千克，同比下降21.5%，相
应金额4.47亿美元，同比下降14.9%。其他毛皮制
品出口量值下滑更为严重，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下
降39.4%、38.3%。国际需求市场疲软使企业生产线
难以开足马力，外需不振已成为众多出口企业的共
识，出口转内销或许将给毛皮生产企业提供谋求自
救的正能量。
在新的内循环经济发展思路下，自力更生、自
给自足成为摆在中国毛皮人眼前的首要问题。
开发积极携手国务院扶贫办832平台，共同打造定

应该看到，出口转内销不会一帆风顺。一方

制化产品、多样化运营、体系化物流的农牧电商运

面，国内缺少毛皮服装知名品牌，虽然我国是全球

营新模式。另外，行业中的骨干企业为力争稳健发

最主要的毛皮生产国之一，但并没有形成世界范围

展，不仅借力资本市场谋求自身发展，在业务捆

内或国内市场具有优势地位的品牌。另一方面，在

绑、市场营销、产业推动等领域开展合作，加快向

营销渠道方面缺失。过去我国毛皮企业常年主攻外

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加码“内循环畜产品生态圈”

销市场，并没有在国内市场建立起完善的营销模式

的构建。

和营销网络，这对本土毛皮产品在消费市场快速而

值得一提，目前我国虽为牛羊肉养殖大国，

广泛地渗透提出了挑战。再一方面，贸易环境有待

但牛羊屠宰加工业规模小、分布散、成本高。如

优化。相较于外贸市场，国内毛皮销售市场在大环

何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推进我国牛羊产业健康

境方面规范性欠缺，在交款、付款以及下家交易等

发展，成为内循环经济下国内牛羊肉企业应该深

诸多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思的问题。

就像河北地区以蠡县、大营为代表主要产业

有专家建议，牛羊肉加工企业应围绕养殖转型

集群的企业，曾在行业中有与俄罗斯贸易火爆而闻

和供应链金融两方面发力。当前，尤其要通过金融

名，且常年参加意大利、米兰国际皮草展览会等众

与科技融合，提升牛羊肉行业供应链金融和要素市

多国际展会，当地的外贸产业享誉海内外。而眼

场化配置，助力上下游牛羊肉养殖、加工产业的资

下，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这些历史悠久

源整合，全方位加速构建标准化体系。可以预见的

的皮草集群地，更关注的是中国深远的内销市场。

是，随着内循环经济进一步的推进，国内牛羊肉企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曾经的蠡县、大营皮草外贸加

业发展向好的趋势将愈发明显。

工可以用“豪爽”来形容，市场产品单一，走量为
主；而现在的内销市场特点是小批量、多品种，且

皮毛转内销刺激行业转型
当前，海外疫情仍在发展中，全球复工复产恢
复缓慢。虽然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并及早实现了

对设计感要求很高，企业外销转内销可谓一个艰辛
的过程。
行业人士表示，毛皮行业启动经济内循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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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仅是产品外转内销

出色产品、把握新渠道红利、善用新营销手段的畜

的思想转变。而是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

产品生产企业，有望率先突围，加速成长。而且今

循环互相促进，需要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思路，促进

后在内循环经济倡导下，“大品牌下乡，畜产品进

区域行业经济协调发展和市场布局优化，以培育新

城，信息与产品”之间的循环愈发突出。

增长力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有专家建议，对于畜产品行业来说，在促进
畜产品进城方面，要重点推进三项措施，进一步打

畜产品内需市场大有可为

通畜产品流通渠道：一是推进产销对接，根据畜产

综上，疫情冲击全球下，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受

品流通特点，举办多种对接活动，促进畜产品卖得

损，但危机往往蕴含着大分化、大调整、大机遇。

出、卖得好；二是推广农商互联，发展订单畜牧

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兴消费、升级消费正逐渐壮

业、产销一体、股权合作等多种模式的畜产品产销

大起来，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内循环。

对接长效机制；三是推动完善零售网络，提升管理

尤其是经济内循环这一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与
“衣食住行”有关的基本民生需求相关行业将越来
越被重视。畜产品是传统民生支柱产业之一，将大
有可为。

和服务水平，让百姓在家门口更方便、更放心地买
到优质畜产品。
在新形势下，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携手行业
同仁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想做到吃不愁，穿不愁，饭碗就要捧在自己

加快构建畜产行业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更多新

手里，畜产人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

的增长点。特别是“十四五”期间，协会将着力打

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产业链循环节点，从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而推动畜产行业向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

在海外疫情形势严峻的环境下，消费者的民族

放，以此加快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自信、由外贸转内销的认知度正在加速提升，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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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调研张家口共谋冬奥机遇
2020年6月1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
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一行赴河北省张家口市调研当
地畜产品行业情况，并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运
行中心主任、张家口市市长武卫东进行了座谈。
双方主要围绕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备的大背景
下，就如何推进张家口地区畜产业、毛皮加工企业的
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畜产品行业向高质量发展，提
升中国畜产品行业在国际同业中的影响力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探讨，并达成了共识。
双方一致表示将依托张家口畜产业、毛皮特色产业，谋求产业合作机遇，助力地区经济发展。

协会调研卓宸夯实冷链安全
2020年7月7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
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一行赴会员单位北京卓宸畜
牧有限公司进行调研，并与该公司董事长常亮进行
了会晤，双方就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建设牛羊肉
产品的冷链安全流通体系、促进畜产业可持续发展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广泛共识。
据悉，北京卓宸畜牧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1
月，是一家集牛羊养殖、育肥屠宰、加工销售为一
体的大型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
该公司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确认监制的清真肉类加工企业。公司对屠宰肉牛的每
道工序均采用同步卫检方法，采用国际先进的排酸后熟处理技术，生产的牛羊肉产品安全、卫生、优
质。公司为了进一步保证充足的市场供应，现冷藏库可容纳10000吨冷冻物质，预计可屠宰肉牛10万
头肉羊30万只，以此保证该产业冷链安全流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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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搭桥帮扶会员单位
伊赫塔拉入列人保供应商
2020年7月，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会员单位
——内蒙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人
寿保险公司肉类供应商。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为减少食材流通环节，
搭建会员单位直供需求端的桥梁，真正实现“点
对点”食材供应，经与北京市西城区政府主动沟
通协商后，达成协会会员单位为驻区单位肉类供
应的共识。
伊赫塔拉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首先感谢协
会大力支持我公司的复产复工；其次公司依据中国
人寿保险公司的用货、用货批量的需求等方面采取
了个性化服务，并顺利通过了第三方审核。希望通
过首批产品的试用，能够进一步加大与贵公司的合
作力度，拓展公司的市场销售空间。”
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表示：在
疫情的影响下，食品的安全性、保障性成为行业发
展和市场消费的重点。此次伊赫塔拉公司与中国人
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合作，不单是协会与会员单位践

行社会责任的一次合作，更充分体现了协会在疫情
期间为会员单位拓展平台的服务意识。通过架起原
产地与需求端的直供桥梁，减少流通环节，避免食
材污染，降低运营成本，把优秀的产品，优质的服
务，优惠的价格通过协会的推荐，直接进入到客户
手中，不仅提高会员单位的美誉度，也充分体现了
协会在行业的影响力。
内蒙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伊赫
塔拉公司)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是呼
伦贝尔市最大的羊肉加工企业，也是国家农牧产业
化龙头企业，是内蒙古自治区推行“蒙”字标产品
的第一批授权单位，并参与了内蒙古自治区“蒙”
字标肉类产品认证标准的制定工作，同时伊赫塔拉
公司是”全国第十四届冬运会”羊肉产品唯一指定
供应商。伊赫塔拉公司生产的呼伦贝尔羊肉产品、
牛肉产品、方便熟食产品，也是众多餐饮企业、酒
店客户和消费者熟知和信赖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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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牛羊肉冷链体系建设
协会邀请农科院专家座谈
2020年8月6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协会牛羊产业
分会会长、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勇，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
所主任张德权、都市农业研究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李明等专家在京召开牛羊产业发展座谈
会。协会副秘书长张桄溥，牛羊分会执行秘书长袁军等行业人士共同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交流，各方单位负责人主要围绕牛羊肉冷链安全，产品追溯、科技创新和直供
体系建设等行业热点工作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周勇介绍时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牛羊
肉食品安全问题引发政府和消费者普遍关心。在协会的领导下，分会进行了深入调研后发
现：在牛羊产业发展中，内蒙古牛羊肉冷链体系建设是重要环节。希望协会和农科院专家
助力牛羊产业发展，支持内蒙古培养优质牛羊肉品牌的建设工作。”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领
导并就围绕品牌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张金诚指出：近年来我国牛羊肉消费市场需求日益增长，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畜产
品生产加工基地。羊羊牧业作为分会会长单位和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冷链配
送、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创新实践和探索工作。下一步协会将深入内蒙古实
地调研养殖、屠宰加工、流通配送等畜牧业工作，继续与农科院加强畜牧科技创新合作，
加大力度协调产业资本和产业上下游龙头企业加强合作，服务牛羊肉生产流通企业，共同
推动我国畜牧业健康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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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玉皮草一行到访协会
共议毛皮产业融合发展
2020年8月10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

作，共同推动行业发展。”

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在京接待了保定紫玉皮草制

本次交流，双方还就推进河北地区毛皮产业

品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玉安一行人，双方主要围

融合发展及建设“冬奥毛皮御寒产品海内外综合

绕我国毛皮产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交易平台”等项目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

保定紫玉皮草制品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玉

最 后，张 金 诚 表 示：
“创 新 服 务，顺 应 企 业

安表示：“首先感谢协会对我公司的‘霍尔果斯裘

需 求是协 会 未 来 发 展 的 方向。通 过 此次 交 流，

源国际毛皮全产业链’项目建设给予的大力支持。

增 进了彼 此的了解，在很多工作上 达 成了共识，

希望协会继续发挥桥梁与纽带作用，搭建良好的政

中国畜产品流 通协 会将 携 手协 会龙头 企 业为毛

企合作平台，继续为会员单位提供优质的服务。同

皮 产业 发 展 继 续 努力，共 同 推 动 毛 皮行 业 健 康

时作为副会长单位也希望与协会开展更多方面的合

发展。”

协会联手江苏烹协
筑牢疫情期食品安全屏障
2020年9月12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
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在京与江苏省烹饪协会常
务副会长龚剑锋一行专家召开了座谈会。
本次交流，主要围绕保障持续稳定供应餐饮行
业、建设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建立食品新冠防范办
法等行业热点工作进行了深入地交流。
龚剑锋介绍：江苏省是淮扬菜的故乡，江苏
省餐饮企业具有品质好、销售额高等特点，但受新
冠疫情影响，江苏省餐饮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了酒店成本，又不利于疫情的防控和食品安全保

优质的原产地货源供应是保证餐饮行业持续发展的

障。今后，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按照江苏省烹

“立身之本”。希望通过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这个

饪协会提出的诉求，共同打造江苏省餐饮企业供

综合平台能够找到既保障食品安全，又具备稳定供

应试点，推荐一批优秀的内蒙古、新疆、宁夏的

应、价格优势的优秀会员企业进行深入合作。

会员企业，将优质的牛羊肉产品直供到江苏省烹

张金诚指出：目前餐饮行业食材供应的流通
模式是从产地到批发商再销售给酒店。这样既增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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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走访二连浩特深化畜产品边贸发展
2020年10月23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
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带队，国务院参事室调研
中心常务理事吕亮明，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副会
长、浙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沈建华、中国畜产
品流通协会牛羊产业分会会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勇等一行人到二连
浩特市进行考察，并就进口畜产品产业发展、中蒙
羊产业发展情况、如何结合二连浩特地域特点推动
中国畜产业发展等进行座谈磋商。二连浩特市委常

蒙俄经贸洽谈会，在会期间举办畜产品高峰论坛，

委、统战部部长贾伟东陪同考察，并参加座谈。

吸引行业知名企业和专家学者来二连考察洽谈，共

座谈会上，贾伟东部长对张金诚常务副会长

同探讨二连口岸绒毛、肉类产业发展思路，帮助带

一行来二连浩特市考察表示欢迎，并就二连浩特市

动二连当地企业发展壮大；二是政府要利用口岸进

基本情况、投资环境、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

口资源优势，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搭建好贸易流

贾伟东说，二连浩特市与蒙古国扎门乌德市隔界相

通平台；三是邀请二连政府赴宁波等保税园区考察

望，是我国对蒙古国开放的最大口岸，是最接近欧

学习，主动分享建设经验，帮助二连浩特市策划好

亚大陆桥的重要节点城市。围绕边境经济合作区、

现有园区；四是计划在中蒙经济合作区建设“中国

边民互市贸易区、中蒙经济合作区“三区”建设，

畜产品经济特区”，助力将“蒙”字标升级成为

大力发展绒毛、肉类进口贸易及加工产业。近年

“国”字标；五是希望与二连浩特市政府签订综合

来，与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一直交流不断，本次多

战略框架协议，在打通进口活羊通道、带领知名企

家会员企业来访二连浩特市参观考察，二连浩特市

业来二连投资等方面积极配合，推动二连相关产业

非常重视与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及各会员企业的深

高质量发展，促进羊绒、肉类等产业链延伸，提高

入交流与深化合作，希望通过本次考察，不断加强

产品附加值。

协会与我市的对接联系，积极围绕绒毛、肉类等多
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实现紧密互联、共同发展。

座谈中，双方还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及相关产
业发展情况进行对接交流。

张金诚对二连浩特市经济社会发展、园区和

会前，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一行还先后赴中蒙

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张金诚表示，

经济合作区和英菲蒂克食品公司进行了考察，就中

二连浩特的资源和地域优势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高

蒙经济合作区建设进度、发展模式和英菲蒂克公司

度的承载力和吸引力，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充分

加工现场等进行参观了解。来访的浙江华新实业、

发挥协会作用和口岸优势政策优势，积极推动进口

羊羊牧业、华强绒业等企业对中蒙经济合作区非常

活羊、进口绒毛发展，就二连浩特市经济社会发展

关注，有意愿待园区建成后有来园区投资建厂，推

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协会将积极参加第十二届中

动园区高起点、高质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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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交流新平台 提供发展新机遇

协会与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交流协作
2020年10月23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
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带队，吕亮明国务院参事
室调研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副会
长、浙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建华等一
行深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考察调研，并与旗人民政
府进行深入交流协作，全面提升内蒙古苏尼特右旗
畜产品产业化和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建设，不断推
动全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盟行署副盟长侯志民，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立协作关系，对锡林郭勒盟畜产品实现优质优价具

布仁金，政府副旗长南丁，盟农牧局以及旗直相关部

有重要意义。侯志民指出，座谈中提到的想法和建

门、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议，盟、旗两级人民政府会积极地配合，提供相应

座谈中，张金诚对锡林郭勒盟，特别是苏尼特

的服务。同时希望一些大型活动能够从锡林郭勒盟

右旗畜牧业发展环境、畜产品延伸等方面给予了高

计划实施，从苏尼特右旗起步。在进一步合作对接

度好评。并从如何在生态优先的条件下，科学的做

中，形成明确的对接目标，各尽其能，逐步推进，

好畜产品大文章方面提出想法和意见。张金诚还围

把锡林郭勒好的畜产品推向全国。

绕“建立中国草原羊之都、召开牛羊产业大会、在

布仁金在座谈中，简要介绍了内蒙古苏尼特右

实施乡村振兴和“十四五”规划中将线上线下营销

旗畜牧业发展和现状。并表示，内蒙古苏尼特右旗

纳入智慧牧场”等方面想法，同与会领导进行交流

一直以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在

探讨，并表示会积极发挥协会的优势，为畜牧业发

畜产品延伸打造、推广等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文章，

展搭建交流新平台，提供发展新机遇，创造合作新

但还有一些薄弱点，希望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能够

商机，培育发展新动力。

拓宽内蒙古苏尼特右旗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进口畜

侯志民表示，锡林郭勒羊是草原上的领头羊，

产品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思路和举措，为苏尼特右旗

近几年也在不断地树品牌搞发展，但还是存在一定

提供更广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让苏尼特羊品牌实现

的短板和差距，这次能和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建

优质优价，高端销售。

22

中国畜产品 CHINA ANIMAL BY-PRODUCTS
December 2020

大同市委市政府一行到访协会
共推绒毛产业转型升级

2020年12月7日，大同市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任希杰等一行到访协会，与协
会就共同推动大同市羊绒羊毛产业发展及战略转型升级开展了座谈。会员单位大同市中银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文明陪同座谈。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副会长
兼秘书长沈静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
任希杰常委指出，大同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大同市羊绒羊毛产业发展，并对羊毛羊
绒产业链生产基地建设的基本概况和今后的发展规划进行了详细介绍。他表示，大同市政
府将通过提供市政基础设施、搭建交易平台等方面给与政府相关政策，全力打造中国大同
羊毛羊绒全产业链核心区。希望与协会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从产业提升、资源对接，标
准建设等方面，得到协会更深入的关注和支持，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表示，对大同市政府一行来访协会表示欢迎和
感谢。协会多年来关注并支持大同市畜产业尤其是绒毛产业的发展，双方有着良好的合作
基础。协会将继续做好联络员，发挥协会服务会员，服务行业，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的职
能，全方位支持大同市政府、大同中银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绒毛产业建设，共同推动大同
绒毛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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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经济下绒毛行业何以创新发展
——第27届全国绒毛会议落地清河共商未来
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

郭卫欣，清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山景，清河县政

成果，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新中国成立71周年的

协主席牛洪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樊英俊，县

日子里，2020年9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畜产品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连岭，县政协副主席刘保国应

通协会主办、清河县人民政府承办的以“‘双循

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环’经济下，绒毛行业如何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

清河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郭卫欣代表县四大班

二十七届全国绒毛会议，在素有“中国羊绒之都”

子表示：清河羊绒产品发展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美称的河北省清河县闭幕。

产业兴旺、市场潜力巨大。第二十七届全国绒毛会

本次会议得到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务院发

议暨中国绒毛产业发展峰会在清河召开，国内各大

展研究中心、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纤维质量
监测中心、国家毛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大
力支持，以及来自内蒙古、宁夏、新疆自治区，浙
江、江苏、辽宁、陕西、甘肃、青海，河北等地行
业龙头企业和有关部门领导、金融机构的专家，近
三百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政府搭台促产业 汇聚共识促发展
本次会议得到了清河县四大班子的高度重视。
中共清河县委书记王俊红，清河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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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会长潘种树致辞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致辞

绒毛产业集群的领导和企业家齐聚一堂，搭建起增

现，又给了我们砥砺前行、合作共赢的信心、决心和

进合作交流、凝聚发展共识的平台。

行动。我们坚信，畜产品行业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会长潘种树在会上表示：

第二十七次全国绒毛会议平行举办的会议还

协会一如既往地携手行业同仁，按照中央提出的建

有“中国（清河）绒纺产业发展对接会”与“第五

立“双循环”要求，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

届中国绒毛产业发展峰会”。三者既有机地融为一

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畜产品行业的内需体系，形成

体，又显相互呼应强化，效果倍增；随后又与“第

更多新的增长点。特别是在“十四五”期间，协会将

二十七届中国-清河国际羊绒及绒毛制品交易会”

打通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产业链循环节点，深

相衔接，形成的多重“集成效应”，客户洽谈意向

挖内需潜力，加快畜产品领域关键技术创新，提高

比往年明显增加，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产业技术水平，积极倡导发展产业互联网，深化产业

树立行业典型 聚焦发展方向

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提升，不断提高产业效率，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绒毛行业上下

低成本。促进电商发展，拓展新的消费领域，优化和

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团结一

完善各类会展服务，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推动畜

心，攻克时艰。协会组织会员企业自愿捐款捐物，

产品行业走向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以求

助力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截至目前，全国畜产品流

加快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通行业数百家会员单位主动捐款捐物合计超过1840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

万元，其中包括口罩1809160个、医用防护服6621

长张金诚在会上指出：目前，我们面对海外疫情严

件、消毒液4800斤、酒精1500斤等医用物资；价值

重、中美经贸关系复杂严峻的形势。在“十三五”

120.7万元的牛羊肉制品、价值203.1万元羊绒制品

收官和“十四五”布局之际，国家启动“双循环”

等生活物资。

经济的大背景下，行业同仁汇聚一堂，研讨应对疫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

情新对策、谋划行业新趋势，以此推动国内国际双

人。此次大会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议程是：中国畜产

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可以说，本次会议承

品流通协会对奋勇抗击疫情表现突出的行业企业授

担着为行业发展探寻路径、指明方向的重要任务。

予荣誉称号的决定。首先授予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等

他满怀激情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

企业“中国绒毛行业抗疫功勋企业”荣誉称号；其

段时间内阻隔了我们的相聚；但是，中国抗击疫情

次授予内蒙古春雪置业有限公司等企业“中国绒毛

取得的重大战略性成果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卓越表

行业抗疫领军企业”等荣誉称号。大会希望获得荣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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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功勋企业

抗疫先锋企业

2019羊绒行业竞争力前十会员企业

2019羊绒行业竞争力前二十强

中国羊绒会员企业出口十强

2019年度中国畜产品年度人物

誉称号的企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希望全行业

环”经济发展战略，各方面迫切需要通过了解行业

扎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为推动中国绒毛行业高质

全局、剖析行业趋势，准确把握消费结构升级为产

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业转换提供的巨大市场空间。为此，中国畜产品

大会还公布了“2019绒毛行业企业综合实力排

流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会长沈静主持发布了《2019

名”。其中包括：柴达木羊绒有限公司等“2019年

中国绒毛产业发展报告》。中国是动物纤维产量最

度羊绒行业企业竞争力前十会员企业（含并列）”；

多的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山羊绒年产

邯郸市圣雪海羊绒有限公司等“2019年度羊绒会员

量大约为2.5万吨，其中中国山羊绒产量高达1.8万

企业出口业务前十会员企业”。大会还为绒毛行业

吨，全球占比70%以上。中国牦牛绒年产量约1000

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授予河北宇腾羊绒

吨，占世界总数的95%。引人注目的是：同时还发

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江涛等18人为“中国畜产品

布了《2019年蒙古国羊绒羊毛产业报告》，体现了

（绒毛）行业年度人物”称号 。

协会报告的全球视野和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国家启动“双循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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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慷慨解智囊” 奉献“思维盛宴”

相当高的水准。在大会上，赤峰东荣羊绒发展（集

为了让与会者从形势与任务、政策与发展等多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晓虎作了《双循环经济

重视角，全方位理解绒毛产业发展的立体化格局，

下，外贸企业如何面对》的主题演讲；河北中汇有

大会邀请了科研院所知名学者和政府及行业主管

限公司董事长方中合作了题为《羊绒产业+工业互

部门的专家发表主题演讲。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

联网-未来之路》的研究报告；帕米尔羊绒制品有

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戴金平教授作了《世界疫情

限公司董事长赫华敬演讲的题目是《双循环经济形

与经济状况，中国经济走势》专题报告，以深刻的

势下，中小企业如何借助自身优势进行突围》；杭

剖析、详实的数据、严谨的统计及精致的图表，描

州俪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以《羊绒品牌如何

绘了一幅欧美诸国以及中国的当下经济形势和发展

在直播大潮中“乘风破浪”》为题做了演讲。

趋势的清晰格局，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北京

与会者称，专家学者主题报告与业界资深人士

奇蚁科技创始人、原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兼京东零

专业演讲，从政治政策高度和经济产业视角为大家

售技术委员会主席马松博士作了题为《绒毛+数字

提供了一场有高度、有内容，有案例、有分析，有

=？》专题报告，勾勒出绒毛行业数字化发展的令

思路、有举措的 “思维盛宴”和“精神大餐”。

人鼓舞的清晰前景，显示了商业运作与数字技术的

会上，参会者以“双循环经济下，绒毛行业如

双重基因，表现了“以数字科技赋能百行千业”开

何创新发展”为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在听取了

拓思维及丰富的业务实战经验。

专家对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的基础上，与会者结合各

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的还有：国务院发展研

自产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当下绒毛行业如何创新

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主任周宏春作了《当前经济

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协会秘书处表示：这为绒毛行

形势与战略决策》研究报告；中纺联产业经济研究

业新启航指明方向、储备能量；这些意见和建议将

院副院长赵明霞作了《双循环经济下，纺织行业发

认真归纳、整理，对于行业完善“十四五”规划将

展趋势》专题演讲；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商务官吕

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亮明作了《双循环经济下，中国羊绒全产业链发展

据悉，此次全国绒毛会议得到中国网、中国经

动力：以客户为导向的产业发展观》的专题报告。

济网、人民网、环球网以及中华合作时报、中国纺

中国绒毛行业堪称“藏龙卧虎”，一批企业

织报、中国质量报、中国绿色时报等40余家媒体的

家不仅在市场上纵横驰骋，而且在专业科研上具有

支持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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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绒毛大会

▲中国网
http://photo.china.com.cn/202009/25/content_76739585.htm

▲中国纱线网
https://www.chinayarn.com/
news/show-29378.htm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
fashion/2020-09/25/c_1126538730.htm

▲中华网
https://mtz.china.com/
touzi/2020/0925/092020_35346.html

▲毛衫纵横
http://imaoshan.cnttts.com/
GirishTest/contents/367/76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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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新闻
https://ishare.ifeng.com/c/s/
v004a2rfOdDIpPr01iPAh9Yn6LDC1p6R-AQen5RoHdtAYeyz25bN-_wO5HNTh9SCW4
VGkXXyLpPbwoEdaD7Md--jAjUQ____?spss=n
p&aman=171Z065O840y376R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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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
http://fashion.ce.cn/news/202009/25/
t20200925_35817059.shtml

▲消费日报网
http://www.xfrb.
com.cn/article/xfrdcygc/11311291794086.html

▲中国日报网
http://www.new-chinadaily.com/
node_1132603/2020/0925/283.html

▲CFW时尚网
https://news.cfw.cn/v279099-1.htm

▲纺织导报
https://mp.weixin.qq.com/s/
qZco1clMIWWEpgWVX3fZ8w

纺织服装周刊
http://www.taweekly.
com/zx/cjxw/202009/
t20200925_4061455.html

▲

▲网易新闻
https://c.m.163.com/news/
a/FNC4Q5NV0514DC3A.
html?spss=new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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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绒毛大会

▲一点资讯
https://www.yidianzixun.com/
article/0R0Bt1GX

▲央广网
http://nwes-cnr.com.cn/
native/2020/0925/840.html

▲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
i6876234905466962439/

▲中国纺织
http://www.tex1951.com/TagsView.
asp?SortID=5&ID=1802

▲网易
https://dy.163.com/article/
FNC2VEJ005508UE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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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i6876011999503843844/?tt_
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
nt=1&timestamp=1601015130&app=news_article&utm_
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
new_style=1&req_id=20200925142530010026076083340
BD68C&group_id=6876011999503843844

中国畜产品 CHINA ANIMAL BY-PRODUCTS
December 2020

▲中国纺织报
https://mp.weixin.qq.com/s/
Qwya6q3FI9aIkCThUCUXTw

▲中国企业网
http://www.zqcn.com.cn/
quyu/content/202009/25/
c523518.html

▲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
http://news.ctei.
cn/bwzq/202009/
t20200925_4061474.htm

▲农民日报
http://fx.farmer.com.cn/share/
news/detail_index.html?contentTy
pe=5&contentId=15002&cId=0&
we-media=1&fromFlag=2

▲中国产经新闻网
http://www.cien.com.
cn/2020/0925/105884.shtml

穿针引线网
http://www.eeff.net/
article-21316-1.html

▲

▲中国纺织网
http://info.texnet.com.
cn/detail-825929.html

31

行业大事，育新机  开新局

媒体报道绒毛大会

▲国际在线
http://talk.cri.cn/
n/20200925/3c43d4cb-4c68335e-ee0f-3e842b07fb7c.html

▲腾讯
http://www.jia360.com/
new/147984.html

▲中国工业网
http://www.cinn.cn/xfpgy/202009/
t20200925_233819.html

▲针织工业
https://mp.weixin.qq.com/
s/917dgeOXQCK9_bl5io78yQ

▲新浪
http://nwes-sina.com.cn/
news/2020/0925/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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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尚界
ht t p s :/ / m p .w eix in.q q .c om/ s/
MGAE4WpYC_Mp9cFV1bKS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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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经济信息网
https://mp.weixin.qq.com/s/
fBYTxhrUeXNWaZLVHjyKSA

▲悦尚界
http://www.fashionyue.
com/newsDetail?index=1
&id=2610000000340287

▲华衣网
https://m.ef360.com/
news/385463.html

▲中华纺织网
https://mp.weixin.qq.com/s/
CQ7RRtDxnwpon4t0kYN4dQ

▲中华纺织网
http://www.texindex.com.cn/
Articles/2020-9-24/465217.
html

第一纺织网
http://news.webtex.
cn/info/2020-924@702878_1.htm

▲

▲中国服装网
http://news.efu.com.cn/
newsview-1311473-1.html

33

行业大事，育新机  开新局

媒体报道绒毛大会

▲纺织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
ifKLM8C1MokWbaCBnXAZcg

▲第一纺织网
https://mp.weixin.qq.com/s/
jnNfihm4eW_Kuld-dVKt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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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中国在线
https://www.ctn1986.com/index.
php?c=content&a=show&id=94063

▲服饰导报
http://www.fsdbs.com/
news/277.html

▲中国报道
http://cmsc.chinareports.org.cn/
kjxx/20200925/20867.html

▲环球网
https://women.huanqiu.
com/article/4010qFIE6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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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服装周刊
https://mp.weixin.
qq.com/s/yn30211jTYS046FhHeJ4g

▲绒毛行业资讯
https://mp.weixin.qq.com/s/
WdhNmjMcAy1nJab0xtkCXw

▲中国畜产品
https://mp.weixin.qq.com/s/
oNHRfO1-cGQFGGCw6lDnEg

▲慧聪网
http://info.textile.hc360.
com/2020/09/251025831239.
shtml

▲供销合作时报
http://www.chinacoop.gov.
cn/news.html?aid=1690699

▲搜狐
https://www.sohu.com/
a/419673809_15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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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逆行：
河北毛皮动物产业协作发展论坛论道昌黎
2020年7月29日，第八届河北省毛皮动物产业

我国皮毛产业从养殖、加工到销售都遇到了困难，

协作发展论坛在河北省昌黎县召开。本次论坛由河

这些困难需要我们共同解决。希望我们行业同仁在

北省毛皮产业协会主办，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中

良种繁育，皮张标准化等方面下大功夫，走出一条

国皮革协会等单位为支持单位。来自山西、山东、

新的产业大道，为促进我国皮毛产业又好又快地发

东北以及河北毛皮动物养殖企业的代表和相关单位

展做出新的贡献。

负责人近百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论坛以“创新·逆行”为主题，论坛由河
北省毛皮产业协会党支部书记靳国庆主持

河北省毛皮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白江松表示：
河北省毛皮产业协会作为河北省内毛皮产业发展的
信息交流、市场开拓、产业服务平台，积极构建养

大会嘉宾致辞中，河北省毛皮产业协会顾问、

殖环节、生产加工、市场贸易、区域合作、政府沟

昌黎县毛皮产业协会会长蒋雨江表示：近几年来，

通、社会宣传等诸多优势资源，为企业、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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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部门提供全方位的行业服务。多年来，省协

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河北及全国

会充分发挥养殖专业委员会的作用，认真打造“毛

的毛皮业发展。

皮动物产业协作发展论坛”这一交流平台，得到了

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李玉中通过视频方式表达

广大企业、销售商和养殖场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体

了对论坛的祝愿并充分肯定了河北省毛皮行业的发

现出省协会与相关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决心和

展对推动行业发展起到地积极作用。

信心，展现了我们行业努力进取、忠于职守的良好

会上，河北省昌黎县毛皮产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精神风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各位领导的关怀、

了当地产业扶持政策等情况。据悉，河北省昌黎县

各位同仁的支持密不可分的。同时，由于国际、国

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地处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冀

内、疫情和产业本身的变化和产业的调整，我们

一体化商圈，是国家重要的皮毛动物养殖基地，近

所从事的行业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希望大家群策群

年来昌黎县依托本地优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强

力，创新逆行，探讨我们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道

势推进皮毛产业上档升级，努力打造中国皮毛产业

路，为我们行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化基地。当前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生皮交易市场，单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

位面积销量第一的昌黎裘皮城，连续十三年举办河

长张金诚委派协会副秘书长张桄溥宣读的致辞中表

北省特养产品交易大会，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示：近年来，连续低迷地毛皮市场使行业发展举步

在会上，各位专家及企业就目前行业发展中

维艰，加之今年的疫情更让行业雪上加霜。但是，

焦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并对后疫情时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危机中也会孕育着巨大的商

代自行育种的重要性及其他行业热点问题进行了探

机。希望行业同仁通过此次交流的机会，共同探讨

讨。本次论坛的成功召开，是疫情以来河北省毛皮

行业的发展机会，实现合作共赢。

产业的第一次线下会议，有利于提振行业信心。

张金诚强调，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愿和行

会上，河北省毛皮产业协会还通报表彰了2019

业同仁一道，坚定发展信心，通过调结构、提品

年度河北省毛皮动物专用产品销售“金星企业”和

质、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中

“金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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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授牌禄口“中国皮草工艺名镇”
第八届国际皮草嘉年华聚焦“集·创”
2020年9月17日，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南
京市江宁区商务局、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禄口街
道办事处、中国皮革协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
会、中国服饰报社、艺术与设计杂志社、南京中铁
二局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南京禄
口国际皮草嘉年华”在南京禄口盛大开幕。
此次盛会吸引了国内多家行业协会、全国各大
皮草产业集群、品牌商、全国采购客户等国内外嘉
宾总人数约300余人。在活动开幕式上中国畜产品

“皮草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内涵，通过

流通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向南京市

展览、展演、交流、研讨活动等形式，使皮草技艺

江宁区人民政府禄口街道办事处授予“中国皮草工

在传承中坚守、在坚守中创新，推动产业资源和文

艺名镇”荣誉称号。

化积淀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让禄口皮草的金字

本届嘉年华活动以“集·创”为主题，即“集

招牌越来越亮。“政府搭台、皮草艺人唱戏”成为

天下匠艺·创国韵风华”，将悠久的禄口裘皮匠

活动的一贯宗旨，每届活动都是南京乃至全国皮草

艺，根植南京本土文化，聚焦非遗精华，带来更具

产业的“狂欢节”，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聚集

国际化的设计立意和新品发布秀场，着力打造多元

于此，技能比拼、交流切磋，不仅推动了皮草工艺

文化整合，带来一场立足东方面向世界的文化盛

的发展，更带动了当地商户的销售。与时俱进成为

宴。作为本次嘉年华的重头戏，“集创”——哥本

活动永葆活力的关键词，在这里你可以领略皮草界

哈根皮草&禄口皮草小镇的皮草非遗秀，通过一场

最前沿时尚，也可以欣赏“皮草+旅游”、
“皮草+

传统技艺与潮流时尚完美结合的服装秀，将禄口皮

会展”“皮草+文创”的跨界融合创意，让禄口皮

草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省级非遗毛皮制作的精湛

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技艺、新一代传承人的创新设计以及精益求精的

近年来，作为南京市首批特色小镇，禄口街道

“禄口工匠精神”呈献在国内外嘉宾面前，赢得行

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业嘉宾对禄口皮草匠心工艺的普遍认可。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扶持皮草小镇发展，组织企业

皮草加工在禄口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目前仍

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禄口皮

有1万多禄口人在全国各地从事这个行业。从2013

草”集体商标，与江宁高等职业学校等单位联办培

年开始，由禄口街道与南京中铁二局置业发展有

养皮草工艺传承人，加大中高端零售、休闲旅游、设

限公司共同打造的禄口皮草嘉年华已走过了8个年

计研发、产品创新、品牌提升等方面的投入在保护

头。回望8年活动历程，学习贯彻新思想这条主线

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促进居民增收，让禄口

贯穿始终，每届皮草嘉年华活动都以保护和传承

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小镇发展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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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赫塔拉走进福建南平
点亮农民丰收节主题日
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亲切关怀。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高度重视本次活动，党支部书
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亲赴现场与会员单位内蒙古伊赫
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大会推介来自呼伦贝尔大
草原的牛羊肉产品，分享丰收节的喜悦。
据了解，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活动当天，洽谈
合作企业达到48家，了解产品特点的人次达到200余人，
更好地将牛、羊肉产品和“伊赫塔拉”品牌，推向福建市
2020年9月22日，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场，为打开南方区域创造了条件。

总社合作指导部联合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
化司主办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日活动在福
建南平召开。中国畜产流通协会应邀参加大
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
会副主任邹天敬出席活动并讲话。
在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
挚慰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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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一体 民族时尚凸显

中国国际羊绒羊毛展再度绽放鄂尔多斯
2020年9月25日—27日第三届中国（鄂尔多

购商、专业从业者参与，羊绒羊毛相关行业产品丰

斯）国际羊绒羊毛展览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

富、类型齐全，为参与方搭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举办。本次展会由中国国际商会主办，自治区贸促

的全链条平台。

会和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国畜产品流通协

突出活动形式时尚化。展会期间，将陆续进行

会为支持单位，并组织鄂尔多斯、维信、柴达木等

网红直播营销大赛、专业人才对接洽谈会、新品发

几十家行业龙头会员企业参加本届展览会。

布与品牌推介会、线上云展对接会等配套活动。通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黄志强宣布大会开幕。中

过“羊绒产品+网红+直播”的营销模式，利用粉

国国际商会秘书长于健龙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

丝经济，为羊绒羊毛产品数字营销探索新路径、打

畜产品流通协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静等相关行

造新渠道。

业负责人出席了展会开幕式。本届展会为期3天，

突出民族产品特色化。展会特别设置民族文化

主题为“创变共赢   绒享盛世”。包括开幕式、羊

特色产品展区，重点展示展销民族地区特色文创产

绒羊毛产业推介会、新品发布会、网红直播营销大

品、民族工艺品等，全面展示民族历史文化和地域

赛、羊绒羊毛线上云展采购对接会等多项内容。展

文化，全面增进民族文化艺术国际合作交流，推动

会共设品牌展区、商务洽谈区、网红带货区、方舱

民族特色文创产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云展区等9大展区。展销面积2万平方米，设有展位

据悉，本展会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主办的国际

228个，有羊绒羊毛原料、纱线、绒纺针织面料、

羊绒羊毛专业展会，协会已连续支持举办两届，旨

羊绒羊毛成衣、工艺品、绒纺针织机械、民族特色

在推动我国羊绒羊毛全产业链发展、促进生产科技

产品等丰富的展销品类。国内334家参展商和采购

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商将进行现场采购，国外153家采购商将通过国际

又讯：当日下午，沈静还参加了“让世界了解鄂

电商云展数字外贸服务平台进行线上采购洽谈。本

尔多斯”羊绒羊毛产业推介交流会。与巴林王国、斯

届展会品类丰富、形式多元、亮点纷呈：

里兰卡、阿富汗、印度等国家驻华相关负责人交流了

突出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上，搭建跨境电商

国内外绒毛行业发展，她表示：中国畜产品流通协

云展数字外贸服务平台，采取“云展示、云采购、

会今后愿和海内外同仁一道，在推进羊绒产业品质

云对接、云服务、云销售”模式，助力参展商拓展

提升、标准化生产、交易模式创新等方面继续做好服

销路﹔在线下，邀请行业内最具实力的参展商、采

务工作，为实现羊绒产业高质量持续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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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银纺织科技园区项目落地乌鲁木齐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一产二产融合
2020年10月17日，新疆天银纺织科技园启动仪

富，立足新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筑牢新疆维护

式在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自治区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钢铁长城作出的一项重大决

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海荣，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策。要坚决贯彻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

会长刘家强，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

沈静，协会羊毛分会秘书长冯兵及地方主管机构负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着力培育优势产业，提升产业

责人、行业相关企业负责人近百人应邀参加了此次

链水平，扩大工业经济规模，推动首府经济高质量

活动。

发展。

新疆天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新疆天

随后召开了调研座谈会，新疆自治区相关负责

银纺织科技园项目，是大同市中银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人、行业协会与部分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在座代

（协会会员单位）实施绒毛产业延伸的战略性决策。

表一致认为：此项目要大力发展产业对接，抓好东部

公司董事长陈晓玲介绍说：“新疆天银纺织科

地区产业转移机遇，用好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扩

技园项目选址位于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北部，投

大有效投资，促进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由投资拉

资约370亿元，拟建设棉纺产业链和毛纺产业链，

动转向产业带动。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结合产业

以及科创中心、信息中心、物流中心。项目建成

实际情况，利用行业优势，积极支持此项目的建设。

后，可直接带动5.7万余人就业，并带动提升棉花种
植及畜牧养殖产业，促进一产、二产融合发展，同
时将补齐新疆棉毛加工流通全产业链，为打造乌鲁
木齐国际纺织品服装商贸中心提供重要支撑。”
徐海荣指出，在新疆实施发展纺织服装产业
促进百万人就业战略规划，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着眼推动全区各族群众稳定就业、脱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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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直播为切入口
余姚国际裘皮时装博览会构建电商平台
览会将皮草从线下销售走到线上销售，拓展新的销
售渠道，这是一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尝试，相信也一
定会有非常好的效果。衷心希望各位海内外朋友通
过本届博览会，更好的利用余姚独特的裘皮品牌优
势，共同弘扬裘皮文化，促进裘皮产业的发展，希
望参加余姚裘博会的商家和MCN机构、带货主播
都有好的收获，实现产业共赢，积极承担起新时代
推动裘皮新发展的重任。
2020年10月18日—20日，2020中国（余姚）国

连续多年的市场低迷使得毛皮行业的发展举步

际裘皮时装博览会暨MCN机构+网红+产业供应链

维艰，今年的疫情更让毛皮行业雪上加霜。但是，

对接大会召开。

只有在危机中才会孕育着巨大的商机。大家应当看

本届展会以“合力·荟聚·共赢”为主题，以

到，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正在逐步升级，畜产品作为

“产业直播”为切入口，依托余姚水貂皮服装产业

传统民生产业，将会在新时代消费需求中发挥重要

基地优势，拥抱直播电商，通过创新活动内容和变

作用。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服务

革合作方式，深化行业聚合，深推成果共享，充分

型的社会组织，将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整合

借助裘博会平台不断提高余姚裘皮的知名度和影响

行业资源、维护行业利益、完善行业管理、加强行

力，进一步推进裘皮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服务当地

业自律、促进行业发展，将不遗余力支持余姚皮草

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记、

的发展，进而推动中国毛皮产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常务副会长张金诚应邀出席本次会议。

协会愿和各位同仁一道，为中国（余姚）国际裘皮

余姚，历史文化悠久、区域条件优越、生态环
境优良、自然资源丰富，自古就有物华天宝，人杰

时装博览会做出积极努力，为服务毛皮行业健康发
展做出积极贡献。

地灵，享誉世界的裘皮之城。制裘工艺精湛，裘皮

据悉，本届裘博会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中

精美绝伦，是我国知名裘皮产业基地。多年来，中

国皮革协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裘皮分会、

国（余姚）国际裘皮时装博览会秉持创新发展的理

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浙江省服装行业协会、宁波

念，坚持以品牌推动产业、以科技引领行业，以文

市服装协会和余姚中国裘皮城联合主办，由丹麦哥

化增进交流，在弘扬裘皮文化、推动产业发展、促

本哈根皮草、巨量引擎宁波直营中心、余姚市裘皮

进经贸交流等方面为裘皮行业搭建了一个开放、高

商会、中国皮草在线、宁波市鲟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效、公平、健康的交流合作平台。

协办，由宁波裘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当地政府

张金诚在致辞中表示：本届余姚裘皮时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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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国际 时尚 专业
大营国际皮草交易会走过29载
2020年10月29日，第二十九届国际皮草交易会

大营裘皮产业指数”。该指数包括产品价格指数、

暨第八届营皮文化节在枣强县大营镇闭幕。为期5

产业发展指数和产业景气指数三大体系，反映裘皮

天的交易会秉承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理念，突

价格的变化情况、市场发展态势。不仅为裘皮采购

出“云裳裘链天下”的主题，汇聚国内外众多皮草

商、生产加工企业提供系统、持续的数据服务，为

知名企业参展。本届交易会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

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有效依据，同时可为政府决策提

会、中国皮革协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河

供数据支撑，进而集聚产业发展优势，更好地指导裘

北省毛皮产业协会、河北省国际商会、河北省商业

皮产业转型升级，助推枣强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联合会、香港皮毛协会等相关协会主办，中国畜产

本届交易会期间还举办裘皮服装创意设计大

品流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静等行业协会及地方

赛、裘皮产业指数发布会以及一系列裘皮服饰线上

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参与启动“中国·大营裘皮产

线下活动。与会嘉宾还参观了进口商品展销中心、

业指数”发布。

嘻吖直播电商产业服务基地等处。来自北京、上

皮毛业作为枣强的特色传统产业，具有庞大

海、广东、四川、内蒙古、辽宁、浙江、山东、

的生产群体和突出的生产能力，已成为国内外品种

黑龙江等20多个省市的客商云集大营，开展信息交

最齐全、样式最新颖、潜力最充足的裘皮加工、生

流、贸易洽谈、裘皮产品采购等多项活动。

产、集散基地。而大营镇是中国毛皮加工业的发源
地之一，被誉为“天下裘都”。大营镇先后荣获国
家级综合改革试点镇、国家级环境优美镇、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等多项殊荣。毛皮销售
网络遍布全球，其中毛领帽条占据全国80%市场份
额，裘皮服装出口占俄罗斯市场60%以上份额，皮
毛褥子、编织产品占全球市场70%以上。
交易会期间，枣强县人民政府发布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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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授牌南宫“羊绒小微企业成长示范区”
羊绒精梳基地揭牌暨招商洽谈会同期举行
2020年11月28日，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
南宫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南宫羊绒精梳基地落成典礼
揭牌仪式暨招商洽谈会在河北省南宫市举行。中国
畜产品流通协会、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国家毛纺
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二连浩特市、浙江桐乡
市、清河县的领导以及全国各地的企业家等230余
人应邀出席典礼。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沈静、副会长单位宁波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裁薛正利，南宫市领导朱继坤、于京礼、申
志刚出席会议，商务局、段芦头镇等有关单位主要

宫、宣传南宫、推介南宫，带领更多的企业家来南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宫考察，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各级各部门

在羊绒精梳基地落成典礼揭牌仪式上，朱继坤

要牢固树立“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理念，为入

代表南宫市委、市政府，对基地落成表示热烈的祝

驻企业提供全链条、全流程、全方位的“妈妈式”

贺，对出席典礼的各位领导和企业家表示诚挚的欢

服务，创造更优质的发展条件，真正让企业做大做

迎。他指出，近年来为推动羊绒产业与服装服饰产

强，推动企业自身和南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业融合发展，发挥羊绒产业基础优势，引进了一批

在招商洽谈会上，朱继坤对长期关心支持南宫

龙头企业，南宫正在由羊绒原料生产大市向高端羊

羊绒产业发展的国家行业协会领导和前来参加洽谈

绒制品大市迈进。羊绒精梳基地落成和国家毛纺织

会的企业家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朱继坤在致辞中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南宫工作站揭牌，

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南宫站在了

标志着南宫羊绒产业朝着高端方向又迈出了实质性

新的更高起点，蓄势腾飞的势头已经初步显现，希

的一大步，并且为南宫羊绒产业提档升级奠定了坚

望通过交流洽谈，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友谊，结出

实的基础。

合作的硕果。南宫将竭诚提供最优良的环境、最优

会上，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授予中国南宫段芦

惠的政策、最优质的生活配套，让每一位客商在南

头羊绒升级创新基地“中国（南宫）羊绒小微企业

宫投资放心、安心、开心，实现地方和企业的互利

成长示范服务园区”称号。

共赢发展。

朱继坤表示：希望国家行业协会领导一如既

随后，南宫市华强羊绒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往的支持南宫羊绒产业发展，在科技研发、品牌创

张长强与浙江中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康赛妮集团

新、产业集群等方面给予指导帮助，促进南宫羊绒

有限公司、河北威县跨洋毛制品有限公司等企业负

产业提档升级步伐；希望各位企业家，多关注南

责人签订了原材料及绒毛供需战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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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 金融科技

全国毛皮产业发展论坛
暨中国供销·首届昌黎貉皮拍卖会举行
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国毛皮市场需求疲软，

和部分地区脱贫增收的民生产业，承载着相应的历

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产业升级任务日趋紧迫。为帮

史使命。在2020年的收官之月，在昌黎县委、县政

助毛皮企业了解行业信息，更好地谋划和组织企业

府的大支持下，在中国供销大连毛皮拍卖行的积极

的生产经营活动，促进毛皮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格

配合下，促成了此次大会的成功举办。中国畜产品

局，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联合中国供销·大连毛皮

流通协会作为一个全国性服务型社会组织，将充分

拍卖行于12月12日在河北省昌黎县举行“2020全国

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整合行业资源、维护行业利

毛皮产业发展论坛暨中国供销·首届昌黎貉皮拍

益、完善行业管理、加强行业自律，紧紧围绕高质

卖会”。活动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主办，大连

量发展需求，不断服务创新，并通过调结构、提品

毛皮拍卖行有限公司和昌黎县中昌仓储服务有限
公司承办。
此次活动主题是数字赋能、金融科技、走向国
际。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
张金诚在会上指出，2020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对我国特种动物养殖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毛皮动物产业作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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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金融

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执行

昌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

服务部管理处处长郭晓茹

董事、总经理张金泉

龙立新

质，引领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毛皮产业持续、健

一步推动毛皮和毛皮动物养殖等特色产业的发展，

康、高效发展。

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创造更大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金融服务部管理处处

做出积极贡献。

长郭晓茹在会上强调，毛皮产业是供销合作社传统

大连再生资源交易所执行董事、总经理张金

主营业务之一，毛皮动物养殖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泉在会上谈道，昌黎县地处环渤海经济圈，京津翼

的特色产业，供销合作社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该行

一体化城市圈，是国家重要的毛皮养殖基地。毛皮

业的发展，在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一直给予扶

产业是昌黎县的传统产业，是推动农民増收致富的

持和倾斜，致力于推动毛皮产业做大做强，服务乡

第一大农业特色主导产业。貉子养殖量稳居全国之

村振兴。昌黎作为养貉之乡，各类相关企业数量众

首，有着“中国毛皮产业化基地”和“中国养貉之

多，年经营皮张的市场占比高，皮毛皮革产业门类

乡”的美誉，本次全国毛皮产业发展论坛和中国供

齐全，产品种类丰富多样，是全国最大的皮毛集散

销首届昌黎貉皮拍卖会在昌黎举办具有得天独厚的

地之一，在国内拥有较大影响力。希望中国畜产品

优势。张金泉介绍道，作为中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唯

流通协会和大连毛皮拍卖行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与

一的拍卖行，大连毛皮拍卖行有限公司委托业内知

广大业内同仁一道，回应行业关切、反映行业诉

名软件供应商北京金网安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高

求、丰富服务内容，紧紧围绕毛皮产业实际，集思

度还原真实交易场景，在2020年推出供销毛皮拍卖

广益、群策群力，共同与昌黎等产业基地探讨经济

系统平台，提供在线竞买、委托拍卖、现货商城、

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加快行

信息咨询及供应链金融等多重服务。该平台通过在

业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为进

线拍卖，在交易过程中实现价格发现、毛皮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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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养殖户增收等功能，探索出一条适应毛皮产业

的新举措，以及融合发展、数字毛皮产业金融科技

特征的数字化发展之路。

赋能方面的内容。

昌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龙立新在会上讲道，

现场，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昌黎县毛皮产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昌黎已经成为全国县域最大的

业协会、昌黎县皮毛商会、昌黎县中昌仓储服务有

养殖基地、华北地区最大的皮毛交易集散地、国

限公司分别与大连毛皮拍卖行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家级皮毛产业化基地，先后被授予“中国养貉之

书，并举行了中国供销·大连毛皮拍卖行昌黎貉皮

乡”“中国皮毛产业循环经济示范县”和“中国毛

交易中心授牌仪式。在首届昌黎貂皮拍卖会启动

皮产业基地”等荣誉。昌黎已经成为各类产业转

仪式上进行了头把皮拍卖。高价8888元/张，总价

移、资本进入、区域布点的优选之地。这次与中国

88880元的成果实现拍卖会“开门红”。

供销·大连毛皮拍卖行携手，必将带动昌黎毛皮产

中国供销·大连毛皮拍卖行专家顾问委员会也

业跨越发展。立足“十四五”，昌黎将全面落实新

于现场宣布成立，中国供销·大连毛皮拍卖行“供

发展理念，聚焦产业上游提标、中游提质、下游提

销毛皮拍卖”1.0版APP上线启动仪式同时举行。活

效，重点强化谱系管理、科学养殖、精深加工、以

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参观了昌黎貂皮交易中心，对

及皮草服饰的创意设计、商贸服务等链条，实现千

貂皮未来的发展方向与经营管理交流观点。

亿元产业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供销·大连毛皮拍卖行

来自中国毛皮产业的6位专家在主题论坛上分

“毛皮服饰直播”昌黎站启动仪式同期举行，当

享了毛皮产业发展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析国

日，通过互联网直播销售及线上竞拍吸引了大量

际贸易与毛皮行业经济运行情况，深入探讨提升毛

参与者，拍卖成交28648张毛皮，成交金额8367635

皮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市场需求稳中求胜

元，成交率高达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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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这一年

桐乡黑水东西部扶贫结硕果
沃伦特牦牛肉加工项目开工
2020年6月13日，四川阿坝州沃伦特牦牛绒加

积为5000平方米，高9米，其中车间约占3000平方

工项目开工仪式在黑水举行。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

米，仓库及业务用房约为2000平方米。项目将于今

副会长兼秘书长、牦牛绒分会会长沈静，黑水县委

年8月投产，投产后将实现年加工牦牛绒100吨的

副书记，县长何晓兵，桐乡市委副书记、市长于会

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将达3000万元，实现

游等领导及行业同仁应邀出席。

利润415万元，税收138万元，可为当地解决70人

牦牛养殖业一直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基

就业问题。

础和支柱产业，发展牦牛养殖业对提高藏区人民生

在开工仪式现场，沃伦特牦牛绒有限公司董

活水平，繁荣藏区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促进

事长章惠新首先感谢桐乡市、黑水县两地政府一直

西部大开发，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以来对企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介绍说，黑水县

其中，牦牛绒是毛纺原料的特种纤维品种，属高档

位于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与青海省、甘肃省交界，

原料，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

资源丰富、区位优越，产业基础雄厚、发展潜力巨

自浙江桐乡和四川黑水结对扶贫以来，桐乡在

大，沃伦特对在黑水投资充满信心。他希望黑水县

资金支持、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乡村

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企业在黑水的发展，在项目审

振兴等方面加大了对黑水的帮扶力度。据不完全统

批、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共同推动项目早日建

计，桐乡引导到黑水县的投资项目2个，到位资金

成。沃伦特也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继续为黑水牦

10.3亿元。

牛绒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境改善等提供支持，为

黑水县所在的阿坝州沃伦特牦牛绒加工项目是

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桐乡对黑水产业扶持合作项目，由浙江沃伦特实业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位于黑水县芦花镇竹格都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此次在黑水

村，占地总面积7.58亩。项目于2019年5月开始前

投产的牦牛绒加工项目有利于拓宽当地农民就业渠

期工作，计划总投资1620万元，其中设备投资678

道，转移农村贫困劳动力。据统计，项目投产后，

万元。

每年可为当地增加收入2000万元，切实帮助其实现

据了解，该项目厂房采用钢构架，总建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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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羊绒产业 致力脱贫攻坚
——记中德国际扶贫产业园超细羊绒发布会

2020年10月18日，由陕西省榆林市工商联、子洲
县政府主办的中德国际扶贫产业园超细羊绒发布会
举行，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静、
当地政府相关负责人和众多民营企业家与客户共同
见证了陕北白绒山羊超细越长羊绒的无限魅力。

兴建园区：主打研发、培育超细型白绒山羊
发布会上，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副县长惠静波
介绍说：“子洲中德国际扶贫产业园是2020年国家
农业部认定的全国农业产业强镇位于老君殿镇，是
由中德合资河北红太集团旗下的陕西应马安养殖有
限公司带动村集体和农户、贫困户共同发展的一个
集科学种植、现代化养殖、饲草加工、羊绒加工、
科学繁育、物流仓储销售、羊绒市场交易进出口贸
易、农旅融合为一体的三产融合产业园区。园区的
主打产业是研发、培育超细型白绒山羊，产绒细度
指标在14微米以下、长度指标在45毫米以上。用超
细羊绒生产的围巾、薄毛衣能从戒指中穿出去，俗
称“戒指绒”。
该园区于2017年启动建设，占地7千亩，计划投
资4.5亿元。园区现注册有5个公司，分别是陕西应马

子洲县副县长惠静波表示， 园区启动建设以
来，子洲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从基础配套、人
才引进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建设过程中，县委主
要领导多次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实地调研，现场办
公解决电力、用水、土地使用、污水处理等问题。
下一步，园区将启动建设地下羊绒分梳厂、坑
土墙体的保税仓、羊绒博物馆、超细绒山羊研发中
心。园区将继续通过“定单养羊”模式，以高于每
公斤市场价30元回收农户的羊绒，以保底价格回收
绒山羊，带动更多农民养羊致富。园区全部项目建
成后，可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预计年平均营业
收入达4.92亿元。

安养殖有限公司、陕西浩丽绒山羊科技发展有限公

产业助推：优质优价为抓手，政府支持为推手

司、陕西省金山羊服饰有限公司、子洲县浩丽农业科

沈静在致辞中指出：羊绒素有“软黄金”之

技发展有限公司、子洲县舒福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称，全世界70%的羊绒源自中国。在中国，陕西省

目前，该园区吸纳100多贫困人口就业，通过

绒山羊养殖有着悠久的历史。陕北白绒山羊群体数

村集体入股和大户带动的方式，引领全县79个村集

量大，在产绒量、绒的长度、纤维细度等方面均属

体、6271户贫困户增收致富，将贫困户嵌入了产业

国内先进水平。榆林市养殖规模达800余万只，山

链，为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羊绒产量占到全国10％左右，成为全国第一山羊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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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这一年

生产大市，是中国羊绒行业的中流砥柱，受到众多

的有效举措。新时代的榆商既有强烈的爱国情怀，

国际羊绒品牌的青睐。

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又能主动为国家和社会分

2019年中国羊养殖存栏数比2018年虽有所增
加，但是中国羊绒纤维细度正在变粗，严重制约了

忧。参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全市860户企
业投入资金3.69亿元，受帮扶人数54000人。”

羊绒行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希望陕北白绒山羊继续

“万企帮万村”的号召还在继续，“消费扶

保持产绒量高，绒色洁白，手感柔软，纤维细长的

贫”的号角又已经吹响。榆林市工商联希望民营企

上品羊绒纤维特点。立争通过中德国际扶贫产业园

业家认真学习贯彻关于民营企业系列讲话、会议精

核心项目为抓手，对超细超长绒山羊、特别是细

神中树立信心，准确把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度14微米以下山羊绒的繁育和规模化养殖为产业核

措施中抢抓机遇。同时，在争做消费扶贫行动的倡

心，带动上下游产业拓展。倡导行业同仁要以优

导者、践行者和引领者上弘扬企业家精神。

质、优价为抓手，以政府支持为推手，助推羊绒产

陕西浩丽绒山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崔

业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应国表示：“我们将珍惜掌握的优质原料和资源，

消费扶贫：有效促进扶贫产业持续发展

用匠心精神，把最优质的的产品奉献给各位支持我

陕西应马安养殖有限公司的中德扶贫产业园自

们的朋友、亲人和社会。同时，用更好的设计语

成立以来，通过带动农户、协议养殖、入股分红、

言，诠释我们的理念，把原料背后农民们的汗水和

国企托管四种模式实施“农业旅游业融合示范基

生产中匠人们的心血展示给社会，不让大家的付出

地”等项目，投资建设超细绒山羊培育基地、绒山

有一丝一毫的损失。”下一步，中德扶贫产业园区

羊博物馆、生态种植旅游基地等综合经营项目，直

将启动建设地下羊绒分梳厂、坑土墙体的保税仓、

接带动了18个乡镇、79个村集体，6271户贫困户，

羊绒博物馆、超细绒山羊研发中心。园区将继续

17962个贫困人口参与，为贫困户增收近千万。

通过“定单养羊”模式，以高于每公斤市场价30元

助力脱贫攻坚，全员积极行动。2015年10月，

回收农户的羊绒，以保底价格回收绒山羊，带动

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正式发起

更多农民养羊致富。园区全部项目建成后，可提

了“万企帮万村”行动。2016年3月，榆林市成立

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预计年平均营业收入达4.92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领导小组，发出开

亿元。园区计划与最少5家世界级奢侈品牌合作，

展“万企帮万村、光彩照榆林”活动的倡议，在经

到“十四五”末，将带动全县养殖超细绒山羊50万

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榆林市工商联共引导全

只，建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园，完成国家新品种认定

市940家民营企业参与行动，投入资金3.9亿元，实

及国家核心育种场的申报审批工作，实现“三个唯

施帮扶项目2089个，受帮扶村1059个，受帮扶人数

一”，即：世界唯一的超细绒山羊全产业链企业；

57494人。榆林市工商联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被

全国唯一的超细绒山羊最优标准制定地；全省唯一

评为全省“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单位。

的以围绕超细绒山羊发展的三产融合示范园，真正

陕西省榆林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高

实现用“羊”的力量拉动世界经济这一目标。

新区管委会主任贾正兰恳切地说：“消费扶贫一头

发布会上，红大羊绒集团设立“红太爱心资

连着背朝黄土面朝天的老乡们，一头连着需要穿衣

金”，该项资金设在市工商联爱心资金平台下，从

吃饭的大家，是扶贫产业和消费市场的中间纽带，

设立之日起，红太羊绒榆林店每售出一件衣服，将

是缓解扶贫产品滞销卖难、促进扶贫产业持续发展

拿出10元资金用于爱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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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协作 消费扶贫

苏尼特羊品牌推介会江苏举行
品牌建设、农畜产业发展等主题分享观点，交流意
见。随后，省农展中心和羊羊牧业公司代表签订了
合作协议。
于培顺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推介活动为双方搭
建了很好的对话交流平台，畅通了产地和销地流通
渠道，确保了农畜产品在生产、加工、储运、销售
和消费环节有序运行，打通了服务消费者的“最后
一公里”。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深入开展好消费扶
2020年11月26日上午，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

贫工作，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有效

和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指导，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

提高产业扶贫质量和效益，积极探索建立解决相对

牛羊产业分会、江苏省农展中心和锡林郭勒盟羊羊

贫困长效机制，助推内蒙古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牧业有限公司联合承办“东西协作-消费扶贫”锡

今年9月19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

林郭勒盟苏尼特羊品牌推介会暨羊羊牧业采购签约

主任喻红秋视察刚刚启用的江苏省农副产品展示展

仪式在江苏省供销合作产业园成功举办。原中华全

销中心时指出，农产品展示展销关键在于坚持，一

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于培顺出席活动并讲话。

定要持续办下去，打响品牌，把更多优质农产品

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陶长生

通过供销合作社卖出去。为贯彻落实喻红秋主任指

活动前到省农展中心，现场参观了锡林郭勒盟苏尼

示精神，江苏省社全力将江苏省农展中心打造成重

特羊系列产品，并预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要的品牌展示与销售平台，先后开展了陕西、青海

会上，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

特色农产品推介展销活动，畅通了西部农产品进入

副会长张金诚就新形势下畜牧产业发展面临的新机

江苏市场的通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市场反

遇和新挑战发表主旨演讲。江苏省供销合作社一级

馈。此次品牌推介活动将会让更多的江苏消费者了

巡视员、苏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筱棣在致辞

解喜爱锡林郭勒苏尼特羊肉，助力“锡林郭勒羊

中表示，江苏省社将积极发挥组织和网络优势，助

肉”地理标志品牌进入江苏市场。据省农展中心负

力打响锡林郭勒苏尼特羊品牌，为决胜全面小康决

责人介绍，按照计划安排，省农展中心的系列活动

战脱贫攻坚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

将以每周一场的频率延续到年底，让展示展销、直

牛羊产业分会会长、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

播带货热度不减，品牌推广、农超对接持续开展。

公司董事长周勇重点对锡林郭勒盟苏尼特羊进行了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

品牌推介。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顾问、国务院参事

旗、苏合集团、江苏省餐饮协会以及有关新闻单

室调研中心常务理事吕亮明等专家围绕东西协作、

位、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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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行业上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团结一心。协会组织会员自愿捐款抗击疫情，
助力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引导行业力量积极投身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这场战“疫”中，
中国畜产企业和从业者、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竞相行动，全力以赴支援各地抗击疫情。截至目
前，行业有几百名会员单位主动捐款捐物合计超过1840万元，其中包括：口罩1809160个、医
用防护服6621件、消毒液4800斤、酒精1500斤等医用物资；价值120.7万元的牛羊肉制品、价值
203.1万元羊绒制品等生活物资。

2020年3月
3月，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有效利用网络资源开展畜产行业防疫抗议宣传活动。从春节假期
（1月29日）启动协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向行业企业发出抗疫倡议书以来，科学研判“新冠
肺炎”疫情对畜产行业造成的影响及未来行情走势，并利用协会官微和网站进行科普宣传与行
业指导，包括开设“共战疫情畜产行动”、“防疫复工都要赢”等栏目;编写企事业复工复产疫
情防控措施指南手册;同时，设立“共战疫情爱心助力”、“战疫疫瑰”栏目对会员企业在防疫
抗疫期间投身公益事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光辉事迹进行宣传报道，扩大宣传抗疫正能量。

3月15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向湖北省随
州市红十字会捐赠两台航天光电品牌的红外成像网络测温相机
以及相关仪器配件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有效防控，捐赠的物资
主要用于湖北省随州市学校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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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
5月10日，“特色产业推介周”之清河羊绒上海专
题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上海虹桥绿地世界中心举
行。会上，桐乡市华家那羊绒服饰有限公司羊绒智能织
造产业园项目、浙江春风服饰有限公司与河北韵恒羊绒
制品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年产100万件羊绒衫项目、印
象羊绒制品河北有限公司与上海帅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的年产50套羊绒智能生产线等五个羊绒产业深加工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7.38亿元。疫情下
五个项目的签约落地，显示出羊绒企业的坚守的信念，对羊绒行业充满信心。

2020年6月
6月13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成功中标中国纤维
质量检测中心“2019年土种绵羊绒毛鉴别检验方法研究
项目”，为协会推动制定绒毛鉴别标准打下了基础。

6月13日，协会积极与会员单位、地方政府联手共
同开展行业扶贫工作。四川阿坝州沃伦特有限公司的牦
牛绒加工扶贫项目顺利落地黑水县。投产后实现年加工
牦牛绒100吨的生产能力。预计年营业收入将达3000万
元，实现利润415万元，税收138万元，可为当地解决70
人就业问题。

2020年7月
7月，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助力会员单位—— 内蒙
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成为中国人寿保险公
司肉类供应商，提高了协会在行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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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
8月26—28日，协会与国家毛纺织检测中心、北京
服装学院在西藏当雄县羊井镇彩渠塘村召开牦牛绒分
拣、质量检测及毛毡设计等内容的扶贫培训工作。通过
培训，提高地区牧民对牦牛绒产品的认知,推动当地产
业发展。

2020年9月
9月2日，正值第35届上海国际流行纱线展期间，
“康赛妮上海中心”揭幕落成。“康赛妮上海中心”定
位于为国内高端品牌和专业设计师服务，与顶级设计师
和专业厂商合作，标志着康赛妮集团正式入驻上海。

9月17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南京中铁二局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南京
禄口国际皮草嘉年华”，并在活动开幕式上授予南
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禄口街道办事处“中国皮草工
艺名镇”荣誉称号。

9月19—20日，第二十七届全国绒毛会议在河北省
清河县成功召开。会议主题为“‘双循环’经济下，绒
毛行业如何创新发展”，且平行举办了“中国（清河）
绒纺产业发展对接会”与“第五届中国绒毛产业发展峰
会”。行业同仁借此机会汇聚一堂，研讨应对疫情新对
策、谋划行业新趋势，以此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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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为树行业典型、传
播正能量。协会的会员单位为在抗击疫情中冲锋在前、
担当作为、表现突出的鄂尔多斯集团、湖州珍贝羊绒制
品有限公司、维信羊绒集团、赤峰东荣羊绒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十九
家企业授予抗疫功勋企业等荣誉称号。

9月19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积极发挥组织优
势，主动深入一线调研，对2019年中国畜产品行业发展
脉络进行重点剖析，编写并刊发2019年度《中国畜产品
产业报告》，为会员企业准确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提供参
考资料。

9月20日，《分梳山羊绒纤维分级技术要求》标准
审查会在河北省清河县召开。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组织
起草了《分梳山羊绒纤维分级技术要求》标准，来自生
产企业、科研单位、检测机构的代表参与审查。与会专
家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查，建议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
会议意见对标准名称和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按相关程
序进行审批、发布。

9月22日，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部联
合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主办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主
题日活动在福建南平召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
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邹天敬出席活动并讲话。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应邀参加本次活动，协会党
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亲赴现场与会员单位内蒙
古伊赫塔拉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大会推介呼伦贝尔
的牛羊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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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27日，第三届中国（鄂尔多斯）国际羊绒
羊毛展览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举办。本次展会由
中国国际商会主办，自治区贸促会和鄂尔多斯市人民政
府承办，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为支持单位，协会组织鄂
尔多斯、维信、柴达木等几十家行业龙头会员企业参加
本届展览会。

2020年10月
10月17日，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
告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
克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全国脱贫攻坚
奖获奖者进行了表彰，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周勇董事长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10月17日，由协会会员单位——新疆天银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新疆天银纺织科技园启动仪式在
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项目建成后，可
直接带动5.7万余人就业。

10月18日，协会助力陕西省中德国际扶贫产业园
发展羊绒产业脱贫攻坚工作，该园通过村集体入股和大
户带动的方式，引领全县79个村集体、6271户贫困户增
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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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协会赴二连浩特考察进口畜产品产业发
展、中蒙羊产业发展情况。与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政府负
责人围绕“建立中国草原羊之都、召开牛羊产业大会”
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

2020年11月
11月13日，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宠物分会主办、
带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CAMA宠物分会2020
年度工作会暨中国宠物行业发展峰会，在北京北科昊月
国际大学城隆重举行。

11月26日上午，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和江苏省供
销合作总社指导，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牛羊产业分会、
江苏省农展中心和锡林郭勒盟羊羊牧业有限公司联合承
办“东西协作—消费扶贫”锡林郭勒盟苏尼特羊品牌推
介会暨羊羊牧业采购签约仪式在江苏省供销合作产业园
成功举办。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于培顺出
席活动并讲话。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
主任陶长生出席本次活动，并对会员参展单位锡林郭勒
盟的苏尼特羊系列产品给予高度评价。

11月28日，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南宫市人民政
府主办的南宫羊绒精梳基地落成典礼揭牌仪式暨招商洽
谈会在河北省南宫市举行。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中国
毛纺织行业协会、国家毛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二连浩特市、浙江桐乡市、清河县的领导以及全国各地
的企业家等230余人应邀出席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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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12月7日，总社下发《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教社团部关于下达2020年度供销合作行业标
准项目计划（第三批）的通知》，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申报的行业标准《土种绵羊原毛交易技
术指南》进入2020年度供销合作行业标准项目计划，计划编号2020GH-ZD-39。

12月12日，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主办、大连毛皮
拍卖行有限公司、昌黎县中昌仓储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
“全国毛皮产业发展论坛暨中国供销·首届昌黎貂皮拍
卖会”在昌黎举办。全国各地毛皮专家和企业代表等参
加了此次活动。

12月24—26日，由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主办，上海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为指导单位，
上海集贤实业集团承办的“上海虹谷·新国货品牌中心及奉贤区产业基地”的调研活动在上海
举行。此次活动是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指示精神，推进国货品牌的新发展战略。

12月27日，协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张金诚
在京接待了山西省大同市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任希杰等一行人，双方就共同推动大同市羊绒羊毛产业
发展及战略转型升级召开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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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须光电法与手排法测试羊绒长度对比
王喻a，戴千惠a，陈丽君a，苏健c，王府梅a,b
(a.东华大学，b. 纺织面料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c.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摘

要：羊绒长度测量目前主要采用国标GB18267-2013中规定的手排法，也有纺织行业标准FZ/

T20028-2015《分梳山羊绒—光电法》。后者原理及硬件都是仿棉纤维的HVI测量系统，棉领域数十年的运
用实践证明该原理方法不适合测试短绒率和长度离散性指标，并且后者测试的羊绒长度受卷曲影响大。手
排法费时费力，且对手工技术要求很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为此，我团队自主研发了一种测量
羊绒、散绒毛长度的新方法—双须光电法。本文在简单介绍新测试方法基础上，取9种分梳山羊绒，由SGS
检测中心按GB18267-2013测试，同时我们用双须光电法测试，对比实验表明，在显著性α=0.01的条件下，
双须光电法测试的根数平均长度和短绒率与手排法的测量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双须光电法测试的根数频
率分布与手排法的频率分布规律整体一致。并且，双须光电法的试样量远大于手排法，双须光电法多个须
丛间的长度变异系数小、测试结果稳定，不受人工技术和认为因素影像。
关键词：双须法；手排法；根数平均长度对比；短绒率对比；根数频率分布

Comparison of double-bread measurement method and
manual row test result for cashmere length
WANG Yua ，DAI Qianhui CHEN Lijuna ，SU jiana ，WANG Fu-mei a,b
(a.College of Textiles; b. Key Laboratory of Textile Science&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The cashmere length measurement currently mainly adopts the hand row method specified 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GB18267-2013, and also the textile industry standard FZ/T20028-2015 "carding cashmerephotoelectric method". The latter principle and hardware are HVI measuring systems of cotton-like fibers. The
decades of application in the cotton field has proved that the principle method is not suitable for testing the index of
short pile rate and length, and the length of cashmere tested by the latter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curl. The manual
arrangement is time-consuming and laborious, and the manual technique is very demanding. It is a last resort.
Therefore, my team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 new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length of cashmere and fluffy hair
- double whisker photoelectric method. Based on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method, this paper takes 9 kinds
of combed cashmere, which are tested by GBS267-2013 and tested by our new method, and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double-sand photoelectric method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final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average test result of the 6 whiskers in the sample is relatively stable. Among the two test results, 6 of the 9 samples
have a mean length deviation of less than 2 mm. Only three samples have a bias of more than 2 mm; the short-staple
rate measured by the double-supplied photoelectric method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hand-displacement
method, and the error mainly comes from the random error of sampling; the length distribution law and the hand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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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cement method reflected by the root number frequency distribution map The law of the reaction is basically
the same, and the data difference rate of each group of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two methods also fluctuates
around zero. To sum up: the average length of the roots measured by the double-sand photoelectric method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hand row method, and the difference rate is small. It can basically
replace the measurement of the hand row method, and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law reflected by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It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hand row method.
Keywords: double-sand photoelectric method; hand row method; average length comparison of root number;
comparison of short cashmere rat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root number

长度与细度是评价山羊绒纤维品质的两个主要

名技工测试的平均长度绝对值超过2mm，则由另

[1]

指标 ；在细度一定的情况下，长度不同，羊绒纤

一名技工增试第三份试样，并以三份试样的平均长

维的用途与价格也不同，较短的纤维应用于粗纺毛

度、平均短绒率作为最终结果。该方法费时费力，

衫，较长的纤维则用于精纺呢绒。

对技工的手工技术要求很高。

目前，国内外公认的羊绒长度测试方法是国

近年出现了羊绒纤维长度的仪器测量方法—光

标GB18267-2013《山羊绒》，标准号为59.060.10

电法[3]，详见标准号为59.080.01的纺织行业标准FZ/

中规定的手排法，该方法可用于羊绒、兔毛、马

T20028-2015《分梳山羊绒—光电法》，原理及硬

海毛等散绒毛纤维的长度及短绒率的测量 [2]。其主

件设备均为仿棉纤维的HVI测试系统，采用1940年

要测试步骤为：用镊子随机在待测样品的20个不同

Hertal发明的照影机原理 [4]。其测试方法：取20g混

点夹取散纤维，平均分成三份，每份质量为0.03-

合均匀的羊绒试样放置于方形容器，加盖均匀分布

0.05g。由2名熟练技工分别将一份试样反复手扯整

多个圆孔的上盖并施加一定的压力，通过夹子夹取

理平直后，由长至短排列于黑绒板上，形成纤维一

露出容器圆孔的纤维，梳理去除未被夹持的浮游纤

端平齐且从长到短均匀排列的手排图；将整个纤维

维后，夹持的随机须丛放置于光电检测器上，参见

排列的首端曲线描在透明坐标纸上即可获得拜氏

图1，让随机须丛与一个线光源相对运动，测试须

图，进而由拜氏图计算羊绒纤维的长度指标。若两

丛透光量与位置的关系曲线，计算机根据该曲线计

名技工测试的平均长度差异绝对值小于2mm，则取

算各项长度指标。

两者的平均长度、平均短绒率作为试验结果。若两

图1

该测量方法具有制样快，不受人为制样因素影

FZ/T20028-2015 光电法羊绒须丛整体及局部放大

Fig1. Cashmere bread of photoelectr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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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优点；但普及率较低，主要存在问题：（a）制

差异；图1光电法中纤维的伸直状态即为图2中A纤

样时羊绒须丛上的浮游纤维未被清除干净；(b)纤

维的状态，存在很多不同尺度的卷曲，有范围为

维在自然卷曲状态下测量，参见图1的右图，在此

2-4mm的小卷曲，也有范围为6-8mm的三维大卷

高度卷曲状态下测试，须丛的长度信息与羊绒卷曲

曲和回转性卷曲（转了一圈或半圈，自然状态长度

大小高度相关，会产生很大的误差；（c）这种随机

不增加）；更严重的有些纤维卷缩成环状，根本没

须丛与纤维长度分布的理论关系未知，无法给出长

有伸直；而图2中B纤维是手排法的纤维伸直状态，

度分布信息；（d）棉领域运用数十年的实践证明，

羊绒经过手扯反复整理后环形卷曲和大卷曲已经不

HVI系统的原理方法不适合测试短绒率和长度离散

复存在，再抽拔排列在具有摩擦力的黑绒板上，使

性指标；（e）测量从离开须丛夹持线3.8mm开始，

得黑绒板上的纤维无法回缩成环形卷曲或三维大卷

丢失了很多短绒信息。

曲，黑绒板上的纤维处于伸直不伸长的状态，仅存

羊绒的高卷曲性是非常珍贵的特性，但也给
羊绒仪器化检测带来极大的困难，从图2中A、B两

在一些小卷曲。图2中两种纤维的伸直状态也从侧
面反应出光电法测量对象与手排法的差异。

种不同状态下纤维的伸直状态分析，可以看出FZ/

本课题组经过数年研究，开发出一种能用于木

T20028-2015《分梳山羊绒—光电法》与手排的

棉、棉、羊毛纤维长度测量的新方法—双须光电法

图 2 A 自然状态下的羊绒纤维                                                B 手排法中黑绒板上的羊绒纤维
  Fig2. A: the cashmere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B: cashmere on the velvet board of manual row test

（简称双须法） [8]，该方法能够较快速且准确测量

型]，并且已能准确测量棉、羊毛等纤维的长度分

纤维的长度分布信息。我们将双须光电法应用于羊

度（自然伸直长度） [9-10]，相比于其他测量方法是

绒纤维的长度测量，研究出散羊绒纤维的双端随机

一种能够快速准确且成本低的测量方法。其主要测

须丛制样方法和信号处理技术。

试步骤为：双端随机须丛的样品制备、试样透光信

本论文首先简要介绍我们的羊绒长度新测试方

息检测、计算机分析三步，后二步联机工作，即计算

法，然后对比分析双须光电法测试的长度指标和分

机控制光电检测器检测后自动处理数据，给出重量

布图与手排法测试结果，分析双须法测量羊绒纤维

平均长度及其变异系数、短绒率、长度频率分布图。

长度的可行性及准确性，及其存在的缺陷或需要改

双须光电法用于羊绒纤维首先需要解决羊绒纤

进之处。

维的制样问题。由于羊绒纤维卷曲度特别高，并且
品质越优的羊绒纤维卷曲越多、弹性越好[15]，这使

1 双须光电法羊绒长度测量系统与方法简介

得羊绒纤维长度的仪器化测量更加困难。为了克服

本课题组已经介绍过双须光电法的测试原理和

羊绒自然状态下卷曲形态对长度测量的影响，我们

关键技术[红艳理论，美琴光学算法，敬业分离模

研究出如下羊绒纤维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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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羊绒纤维的取样和制样
参考国标GB18267-2013《山羊绒》中规定的
取大样方法：在样包中部和另外一随机部位，深于
包装皮15cm及以上处抽取样品不小于300g，将抽取

1mm的钢梳再次梳理夹持钳口两侧须丛，去除未被
夹持浮游纤维，保证将双端须丛的浮游纤维全部梳
理干净。此时，夹持器两侧的纤维伸直状态与图1
类似。

批样分成A、B两部分；A部分不小于150g作为羊绒
长度测试大样品。
针对如何从150g大样品抽取测试用的小样问
题，我们通过控制变量法试验了不同的取样方法，
最终确定单个须丛的制样方法为：
（1）双端须丛夹持
将150g羊绒大样均匀混合后放置于特制的试样

       

（a）梳子和毛刷                         （b）恒温夹板

容器中，容器上盖有均匀分布的面积为4π的圆孔
22个。参考GB18267-2013《山羊绒》中规定的手
排法中取小样方法，用镊子从每个圆孔中随机镊取
一小束纤维，参见图3(a)，双手食指和拇指将镊子
夹持位置的羊绒拉直（消除大卷曲和回旋性卷曲）
后，放入制样夹持器的钳口，参见图3(b)，确保镊
子二侧的纤维处于夹持器二侧，再从下一孔中取样
并重复上述操作，放置各小束羊绒时应确保夹持处
须丛厚度基本均匀；20孔以上的纤维小束在夹持器
上汇集成一个宽度约4-5cm初制双端须丛。

图4

制样工具

Fig4. Some tools for sampling

（3）消除纤维的大卷曲和回旋卷曲
为保证须丛中纤维伸直状态与手排在黑绒板
上纤维伸直状态一致，用PP材质的毛刷在使夹持
器一侧向远方梳理须丛，使纤维处于理想伸直状
态，消除大卷曲和回旋卷曲，紧接着后边用恒温夹
板（150℃，见图4(b)）夹持须丛，进行高温定型作
用固定纤维的理想伸直状态，参见图5，与图2的手
排法纤维的伸直状态基本一致，没有大卷曲，也没
有回转性卷曲。上述拉直作用在夹持器两侧各作用
5-6次，纤维基本处于理想伸直状态；最终制成宽
度约为4-5cm，重量约为0.10-0.15g的双端随机须
丛，见图6。
一个须丛制作完成后，打开夹持器，用特制的
载样器将制好的须丛移至图7所示的光电检测器测
试。而后制作下一个须丛，每一种纤维制作6个须

     
（a）用镊子取小样                   （b）初制双端须丛
图3

初制双端须丛

Fig3. Sampling

（2）清除须丛中的浮游纤维

丛，测试的纤维量合计0.600-0.900g远大于手排法
测试纤维量（2-3份质量为0.06-0.15g）。

1.2 须丛透光信号测量与纤维长度分析
首先，在控制电脑上输入试样编号等信息，包

在夹持器上的双端须丛，先用梳齿间距为

括对比仪器说明书中的白绒、紫绒、牦牛绒等10种

2mm的梳子（见图4(a)）梳理，后用梳齿间距为

纤维的彩色照片，找到颜色最接近的那个照片的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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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双端随机须丛梢部                                                       （b）双端随机须丛中的羊绒纤维
图5

双须光电法试样中纤维的伸直状态

Fig5. Straightening state of fibers in double-supplement photoelectric method

                                         图 6

双端随机须丛                                                                           图 7

光电检测器

                          Fig6. Double-ended random bundle                                                             Fig7. The scanner

色编号输入程序的问话框，供选择试样的光学参数

线和指标等信息，并显示出全部结果如图8。每次

用。而后，电脑控制连续测量6个须丛的透光信息

测量完成后，仪器会自动保存测试结果，以后可以

后，根据自编软件自动计算每一须丛各点的厚度信

按试样编号或测试时间或测试人员姓名等查看该测

息和6个须丛的平均线密度曲线、纤维长度分布曲

试结果。

图8

测试结果显示图

Fig8. The result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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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测量方法有以下优点：（1）取样量远大于

而求得其根数平均长度、短绒率、长度频率分布曲

手排法，试样代表性好；并且光电检测器可获得须

线。同时，分别计算了各个须丛的长度指标，进而

丛两侧全部纤维的信息，测量信息完整；（2）纤

获得每种纤维6个须丛的根数平均长度的变异系数

维伸直状态与手排法接近，测试结果不受纤维回旋

和极差。

卷曲的影像；（3）仪器体积小(机械简化)、成本
低，并且测试结果准确、全面。

手排法测试结果与双须法测试结果见表2-3，
其差异性见图9-10，其中偏倚是双须法所测得的结
果与手排法所测结果的差值。

2 实验设计

表2

根数平均长度/mm

选取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提供

Table 2: The result of number of average length            

的9种不同长度、不同颜色的羊绒样品，依次编号

mm

为1#~9#，颜色特征见表1。

试样

表1 9种羊绒的颜色特征

平均

变异系数/% 极差

手排
法

偏倚

1#

31.33

5.65

4.05

33.80

-2.47

颜色特征

2#

30.33

4.12

3.15

30.22

0.11

1#

自然白色

3#

26.79

5.55

3.40

30.43

-3.64

2#

自然白色

4#

28.60

3.03

2.64

26.16

2.44

3#

自然白色

5#

32.66

2.72

2.27

31.32

1.34

4#

自然白色

6#

33.78

4.35

3.99

32.59

1.19

7#

26.52

1.94

1.27

24.60

1.92

5#

青白相间色

8#

30.52

4.24

3.09

30.39

0.13

6#

紫棕相间色

9#

28.15

4.95

4.27

28.14

0.01

7#

紫棕相间色

均值

4.06

3.13

8#

紫棕相间色

9#

紫棕相间色

Table 1: Color characteristics of 9 samples
编号

图片

试样

双须丛法

手排
法

偏倚

变异系数/%

1#

13.68

37.66

-6.15 14.80 -1.12

2#

20.82

26.31

15.92

24.00 -3.18

3#

32.53

14.64

13.29

32.14

4#

16.03

17.54

7.44

20.41 -4.38

5#

20.35

21.21

12.08

18.64

1.71

6#

22.82

13.37

8.12

17.65

5.17

7#

40.23

7.38

8.79

40.27 -0.04

3.1 长度指标的正确性考查

8#

26.51

23.87

18.83

29.55 -3.04

对各个试样分别制作6个双端须丛，用前述双

9#

27.28

18.78

13.42

19.61

20.08

10.20

排法测试了9种样品的长度，用作基准来考核双须
法的精确度。手排法测试结果包括拜氏图、根数平
均长度、短绒率（长度小于15mm的纤维含量）。
由拜氏图信息可换算得到纤维的根数频率分布。

3 结果与讨论

须光电法测量系统得到6个须丛平均须丛曲线，进

均值

极差

0.11

平均

SGS检测中心按GB18267-2013《山羊绒》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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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短绒率/%

表2和图9表明，对于66.7%（6/9）的样品，手

Table 3: short cashmere rate                              %
试样

双须丛法

偏倚

二方法测试的根数平均长度基本一致。但是，也有

平均

变异系数/%

1#

13.68

37.66

-6.15 14.80

-1.12

各个须丛平均长度的变异系数和极差可以断定双须

2#

20.82

26.31

15.92

24.00

-3.18

法取6个须丛的平均测试结果稳定；用T检验法来

3#

32.53

14.64

13.29

32.14

0.39

检验双须法相对于手排法的偏倚显著性，取显著性

4#

16.03

17.54

7.44

20.41

-4.38

α=0.01，由t分布表查得，经计算，根数平均长度

5#

20.35

21.21

12.08

18.64

1.71

的T检验统计量为2.5627，而短绒率的T检验统计量

6#

22.82

13.37

8.12

17.65

5.17

为2.9957，从两组数据最终的对比结果来看，根数

7#

40.23

7.38

8.79

40.27

-0.04

平均长度和短绒率的T统计检验量均小于3.3554，

8#

26.51

23.87

18.83

29.55

-3.04

所以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法测试的根数平均长度与短

9#

27.28

18.78

13.42

19.61

7.67

绒率基本一致，偏倚不显著；因此，我们认为平均

20.08

10.20

0.35

长度偏倚起源于手排法取样量少和手排误差引起的

均值

极差

手排
法

排法与双须法测试的平均长度偏倚值<2mm，说明

3个样品的平均长度偏倚在2~4mm之间，从双须法

随机性差异。
手排法
双须从法

根数平均长度/mm

35

在现有羊绒长度测量中，不提供长度分布。所
以，短绒率成为除细度与平均长度外最为重要的指

30

标，短绒率的多少影响纤维后续的生产加工工艺，
所以能够通过测试并计算纤维的短绒率也极为重

25

要。图10表明，手排法与双须法测试的短绒率也基

20

本一致。表3中短绒率的偏倚似乎大一些，我们认
15

1# 2# 3# 4# 5# 6# 7# 8# 9#

为这主要来自随机误差。并且认为，短绒率指标不

试样编号

能灵敏地反映纤维长度情况，例如10mm和14.5mm

图9

两种方法根数平均长度对比                

短绒率/%

Fig9. Comparison of the average length of the two methods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手排法
双须从法

长度纤维的差异在短绒率中不能体现，而14.8mm
和15.2mm长度的纤维差异在短绒率中被过分夸
大，应该用纤维长度分布图报告详细情况。
表4为双须法测试值与手排法结果的相关系
数，可以看到，两种测试方法的相关系数均较高，
特别是两方法平均长度的差异率很低（差异率
a-b
= b ·100，双须丛测试得到的数据为a，手排法
测试得到数据为b）；说明我团队研发的客观稳定
的羊绒测量系统完全可以取代手排长度测量法。

1# 2# 3# 4# 5# 6# 7# 8# 9#
试样编号
图 10

两种方法短绒率对比

   Fig10. Comparison of two methods of short cashmere rate

3.2 根数频率分布的一致性考查
前述双须光电法羊绒长度测量系统能够给出纤
维长度的根数频率分布图[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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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两种方法的相关性

组距为2mm的频率分布图比较，对手排法的离散型

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measure

分布采用均分方法，例如长度51~55mm范围的纤维

methods

占比k=10/250=4%，均分到51-52mm、52-54mm、

根数平均长度

相关系数R

短绒率

0.8627

0.9431

0.73

2.91

差异率/%

54-55mm各组含量为1%、2%、1%，对其他数据均
按此法均分后的根数频率分布如图12(b)所示。

SGS提供了9个试样的拜氏图（手排图）信息，
可换算得到各试样的根数频率分布图。例如1#试样
手排图如表5所示，由表5可做出图11（纵坐标为纤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纤维长度/mm

指标

维长度，横坐标为离开手排图起始线（最长纤维）
的距离），由表5数据可得到1#试样的离散型根数频
率分布图如图12(a)所示，这里离散型含义是只在某

0

50

些点上有信息，例如在长度67和80mm上有信息，而

图 11

在长度68~79mm之间没有信息。为了与双须光电法
表5

100
150
距离/mm

200

250

试样 1# 的手排图

Fig.11 1# hand map

试样1#的手排图数据

Table 5 :Hand row data for 1# samples provided by SGS
Li/mm

占长/mm

Li/mm

占长/mm

Li/mm

占长/mm

Li/mm

占长/mm

10

10

21

10

34.5

10

55

10

12

10

23

10

36.5

10

60

10

13

10

25

10

39

10

67

10

15

10

26

10

42

10

80

10

17

10

28

10

44

10

18

10

30

10

47

10

19

10

32

10

51

10

总占长/mm

70

总占长/mm

70

总占长/mm

70

总占长/mm

40

手排法

6
4
2
0

0

20

40
60
长度/mm

80

(a) 离散型根数频率分布

手排法

8
根数相对含量/%

根数相对含量/%

8

6
4
2
0

0

20

40
60
长度/mm

80

(b) 均分后的根数频率分布图
图 12 手排法 1# 试样的根数频率分布

Fig.12 (a)Number of root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Hand method;(b)Average distribution of rear hand row root number
frequency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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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9种羊绒样品，分别用双须光电法和手排法
测试纤维的根数频率分布如图13所示，显然二种测

机差异使得两次测试的频率分布不能完全重合，该
现象在羊毛、棉等领域都能证实。

试结果的分布规律整体是一致的，例如1#试样分

从图14可以细致观察两种测试结果的差异，

布较均匀，3#试样两种方法都显示出该试样15mm

纵坐标为两种方法根数频率分布各组的差异率（=

以下的短纤多，7#试样20mm以下的短纤特别多等

其中m、n分别为双须丛法与手排法在该组的分布

等；两方法的测试结果都很一致，且对于随机取样

率），横坐标为各组的组中值。显然，各试样各组

的差异使得两种方法的频率分布不可能完全重合，

的差异率都在0上下波动，说明整体一致。各组有

即便同一个方法测试某试样2次也会因为取样的随

一定随机差异，我们认为是两者取样的随机波动。

双须法
手排法

6
4
2
0

0

20

40
60
长度/mm

80

双须法
手排法

8
根数相对含量/%

根数相对含量/%

8

6
4
2
0

0

20

1#

8
6
4
2
0

20

40
60
距离/mm
3#

80

双须法
手排法

8
根数相对含量/%

根数相对含量/%

10

0

80

2#

双须法
手排法

12

40
60
长度/mm

6
4
2
0

0

20

40
60
距离/mm

8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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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数相对含量/%

根数相对含量/%

6
4
2
0

0

20

40
60
距离/mm

双须法
手排法

8

双须法
手排法

8

6
4
2
0

80

0

20

5#

8
6
4
2
0

0

20

40
60
距离/mm

双须法
手排法

10
根数相对含量/%

根数相对含量/%

10

8
6
4
2
0

80

0

20

7#

根数相对含量/%

40
60
距离/mm

80

8#

双须法
手排法

8
6
4

图 13

两种方法的根数频率分布数据对比图

注：以上 9 个图中，绿色为手排法的根数频率分布数据，橙

2
0

色为双须丛法的根数频率分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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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1）双须光电法羊绒长度测试仪操作简单，
测试速度快、客观、精度高，可避免操作人员手工
技术和人为因素的影像。
（2）双须光电法的制样充分考虑了目前国际
认可的羊绒长度是消除大卷曲和回旋卷曲后的长
度，保证了羊绒在国内外认可的伸直状态下测量长
度。双须光电法测试的纤维量远大于手排法，测试
结果更加稳定、准确。
（3）对比实验表明，在显著性α=0.01的条

理法动物纤维测长系统的研究[J]. 计算机工程与应
用,2005,8:180-181.
[8] 刘若华. 原棉短纤维含量的测试方法研究
[D]. 东华大学.2002.
[9] 吴红艳. 一种纤维长度快速低成本测量方法
—双须测量法[D]. 东华大学.2013.
[10] 吴红艳,王府梅.须丛曲线理论研究[J]. 东华
大学学报,2013,39(5):599-603．
[11] 陈雪飞,吴美琴,王府梅,李世朋. 随机须丛影
像法测试羊毛长度的制样方法[J]. 毛纺科技,2017,45
（1）:60-64.
[12] 朱尤栋. 纤维长度的测量方法、系统和存
储介质. 中国专利. 专利号：200410061608.1.
[13] 张友信.夹子取样法检测棉纤维长度的理论
与实践[J]. 纺织学报,1984,5(2):77-80.

件下，双须光电法测试的根数平均长度和短绒率

[14] 蒋素婵，来侃，王晓东，姚穆. 纤维长度

与手排法的测量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双须光电

测试中取样方法的比较研究[J]. 西北纺织工学院学

法测试的根数频率分布与手排法的频率分布规律

报，2001，15(2):245-248.

整体一致。

[15] Davaajav, Narantogtokh and Liu Xin.
Compression and surface properties of Mongo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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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畜产品行业新冠病毒源头

防控工作倡议书
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各会员单位：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影响了诸多行业，畜产品行业也受到波及。然
而，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当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行业也全面实现有序复工复产复市。
但需高度警惕的是，今年以来，多地在进口冷链食品或包装物上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冷链”陡然成为热搜词。多起案例都在预示着，应把对各种病毒包括各种传染病的检测和防
控，加入全程冷链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国际贸易卫生措施应用的观点：“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背景下，当相关国家在试图保护人类健康与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食品供应链及动物运输之间取得平
衡时，必须考虑到活体动物和动物产品的国际贸易是否可能对人类或动物的健康构成威胁”。
由此，在中国畜产品养殖、加工、收购、销售等相关企业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新冠病毒防控工
作的同时，为保障畜产品，尤其是牛、羊、兔等肉类食品安全，进一步提高冷链物流疫情防控工
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加快建立与新形势、新挑战相适应的冷链“物防”体系，我会倡议：
一是全面预防，管控风险。坚持用风险管理的理念开展冷链物流疫情防控工作，防患未然，
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通过冷链传播风险。
二是人物并重，全程布防。坚持冷链食品风险防范与从业人员健康防护并重，从养殖、生
产、运输、销售等环节逐次加强防控，落实落细防控措施，织紧织密防控网络。
三是科学防控，注重效能。坚持运用检验检测技术等丰富防控手段，提高防控的实效性。同
时，在确保冷链物流安全的基础上，避免货物积压滞留，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望各畜产品相关企业加强源头管控，遵照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的措施和防控指南做好防控，以
保证产品的安全性，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协助国家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为经济恢复与健康发展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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