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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广告 Trade

◆导报记者 吴淑娟 济南报道

山东是全国肉鸭养殖生产第

一大省，2020年肉鸭出栏20亿只

左右，占全国近一半。但随着肉

鸭产业步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山

东肉鸭产业开始抱团，倡导行业

自律，加快去产能，提升养殖效

率，向高质量发展寻出路。

全行业呼吁

自律去产能

“我们必须加强去产能的力

度，推进行业步入健康发展轨

道。”山东种鸭联盟理事长、临

朐昌盛禽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长

胜在日前举行的山东肉鸭产业高

质量发展论坛及座谈会上表示。

来自中国畜牧业协会的数据

显示，鸭苗产量正常情况下是每

天平均800万-900万只，现在则

达到了每天1600万只，产能严重

过剩。

山东省畜牧协会水禽分会为

此组织了山东肉鸭产业高质量发

展论坛及座谈会，邀请肉鸭产业

专家，以及山东肉鸭一条龙集团

和种鸭、屠宰、饲料、动保等企业

的负责人、行业主管部门，共聚济

南，探讨如何推动肉鸭产业高质

量发展，尽早走出行业低谷。

山东中发鸭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陶成志表示，在全产业链产能

严重过剩的形势下，必须淘鸭保

生存，现在企业每天淘汰老鸭的

数量在12万-14万只之间，要连

续淘汰3个月。

桂柳集团总裁秦振春介绍

说，当前屠宰端每天屠宰量超过

1300万只，而市场刚性需求只有

600多万只。屠宰端必须主动去

产能，减少屠宰量，倒逼前端降

低饲养量。

山东和康源集团董事长孟庆

利表示，肉鸭产业五六年一个周

期，经历了2018年到2019年全行

业的非正常增长，现在要做好过

苦日子的准备，比起上一个周

期，这次肉鸭行业的冬天可能还

要长一点。全行业必须形成自律

协议，共同度过困难期。

高质量发展

成行业心声

面对肉鸭全产业产能非正常

增长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走高质

量发展之路成为与会企业与专家

的共同心声。

“山东肉鸭行业在全国领先

了30年，虽然目前面临着很多的瓶

颈、很多的问题，但肉鸭企业只

要练好内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就能合作共赢。”山东农科院畜牧

兽医研究所所长张秀美表示。

青岛大千虹业实业集团董事

长赵景全表示，要构建山东肉鸭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就

要用合作、协同方式形成产业的

契约一体化代替简单的交易和博

弈。各产业链要由过度关注行情

的心态，调整为注重效率、精准

管理的匠人心态。

“我们将组织屠宰企业统一

商品肉鸭放养合同范本，提升肉

鸭品质，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行业自律、协会监督。”赵景全

建议，山东应建立肉鸭可追溯体

系，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推动行

业自律和检查机制落实。用品种

差异化、养殖差异化和无公害标

志产品的研发推广去拓展市场。

天信农牧集团通过在粪污设

备方面升级，降低了成本，增强

了竞争力。该集团副总经理刘长

东介绍，企业通过粪污处理、养

殖设备的升级，流转了15000多

亩土地，利用处理过的鸭粪还

田，种植苹果、梨、猕猴桃、苜

蓿和大田作物。“2016年到2019

年，企业处理鸭子粪便的成本是

五毛钱一只，2019年引进了工业

化、生物学处理的方式，现在整

体鸭粪处理的成本能维持在两毛

钱一只左右。”刘长东透露。

山东绿源食品公司总经理张

丛祥认为，肉鸭企业要自救，就

要跟着市场需求走，走差异化路

子，打造品牌。“建议大家都做好

产品质量，培养自己的品牌，协同

发展，共同开拓市场。”张丛祥介

绍，绿源公司根据不同的市场需

求，开发了瘦肉型、偏肥型及不肥

不瘦型鸭子，并生产差异化产品，

如著名的南京盐水鸭，绿源公司

就是主要生产商之一。公司鸭产

品目前出口到欧美、韩国等地。

“从去年开始，在政府部门

扶持下，我们着手建设封闭的标

准化棚舍。实践证明，这种高标

准的棚舍养殖成功率高、品质

好，已经在鲁中地区推广。”圣

沣食品公司董事长韩伟说，公司

目前在做出口产品和鸭胚，正在

积极打造肉鸭品牌。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禽

产业总裁刘继青建议，山东应推

进肉鸭标准化建设，提升养殖效

率和肉鸭产品品质。他介绍，新

希望六和公司从去年开始大力发

展商品鸭自养基地建设，每年饲

养出栏的鸭达1 . 4亿只，规模化、

标准化的养殖场达到50个；同时，

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引导生转

熟的消费，推动龙头企业培育自

有品牌，打造山东肉鸭品牌。

引导消费

培育品牌

周黑鸭整合供应链中心首席

官康鹏则从消费端给山东肉鸭产

业提出了建议。“质量是食品行

业的生命线，质量提升才是硬道

理。”康鹏建议肉鸭屠宰企业多

关注异物和毛净度及车间环境、

失水率，从这几个角度去提高原

料的质量。

康鹏说，周黑鸭正在开发高

附加值的产品，如今年推出的去

骨鸭掌，山东肉鸭企业应该根据

市场的需求快速调整生产，从而

提高原料的价值。也希望与肉鸭

企业协同发展，从短期的议价发

展为长效合同。

中国畜牧业协会白羽肉鸭委

员会执行主席程好良表示，鸭产

品的创新研发做得不够，影响了

鸭产品的消费。当前肉鸭企业要

从保持适度规模、提高效率降低

成本、增加鸭产品消费三个方面

寻求生存之路。

“在行业景气度高、行情好

时，要理性地控制规模和产能的

增加。行情差时，要控制苗量，

减少后端毛鸭出栏量、产品供应

量。应研发满足不同地区、不同

群体、不同消费场景需求的鸭产

品，如中西式快餐、送餐；研发

新的鸭产品加工工艺、烹饪工

艺。”程好良这样建议山东企

业。

山东省畜牧协会秘书长逯岩

表示，山东肉鸭产业要转型升级，

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生产一体化

生产模式、设施设备水平以及产

品研发等方面需要全面提升。标

准化的规模养殖是肉鸭产业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山东将尽快形成肉鸭产业

发展自律倡议书，推动屠宰冷藏

环节推行统一放养合同，同时推

动建设肉鸭产业监测、预警体

系，借鉴生猪等行业经验，调节

肉鸭产能。”逯岩表示。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局长唐建

俊对山东肉鸭产业未来充满信心，

并表示，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将尽快

研究制定相关措施，推动肉鸭产业

健康发展。“山东肉鸭产业具有数

量和市场、技术和品种、经验和模

式等方面的优势。虽然当前行业

面临困难，但这是产业发展过程

中的问题，肉鸭产业的市场潜力

巨大，山东肉鸭企业要齐心合力、

遵从市场规律，发挥各自优势，聚

力打造山东肉鸭品牌。”他说。

0-3岁孩子找到乐园，门口摆满鞋子挺热闹

山东托育机构认可度大增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10月12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办，济南市发展改

革委、济南市卫健委承办的全国人口

发展战略和托育体系建设现场经验交

流会，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会议聚

焦大众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 0-3

岁托育行业。

连日来，经济导报记者走访了济南

托育相关协会、机构，采访了行业专家及

从业者，并深入济南多所托育园区实地

感受体验。调查发现，伴随着从国家到省

市地区密集出台的相关利好政策文件，

山东省内托育机构认可度大增，济南整

体托育发展也走在了全国前列。

托育机构引入新模式

10月12日，经济导报记者来到位

于济南市历下区海尔绿城全运村广场

的BC国际婴幼园。该婴幼园是济南

市婴幼儿托育服务行业协会副会长单

位，在其入门处的鞋柜中摆满了孩子

们的鞋子。经过消毒等操作后，经济

导报记者进入园区内，正值上午上课

期间，很多刚刚会走路还不会说话的

小朋友们在教师专业的指导下，做手

工、学知识、尝试不同的运动项目。

BC国际婴幼园创始人万星将澳

大利亚托育模式引入国内，并进行了

本地化的融合，国际化的发展理念和

尊重孩子成长规律的初心也让园区得

以迅速成长。“目前周围社区很多家

长会自觉来咨询和带着孩子试园，这

样的变化和趋势从2021年起更加明

显。”万星回忆说，在2017年开始筹

备园区时，当时周围很多家长压根不

清楚这里是做什么的，但是随着国家

政策的不断完善、三胎政策的提出

等，家长对于0-3岁孩子选择托育这

件事情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了。

“很多进入公立幼儿园的小朋友

在寒暑假会选择回到托育机构，继续

跟着入园。”万星介绍，目前除了春秋

季外，暑期也成了托育的黄金期。园区

将积极利用周末时间，为家长打造家

长课堂，定期邀请教育专家、行业领袖

等与家长交流，或者通过系列亲子活

动传达托育家园共育的理念。

民间托育机构“遍地开花”

此前，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提出，

“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各级

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10月12日，银座幼教集团董事长

袁霞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说，作为省属国企中唯一拥有幼教版

块的鲁商集团，从2019年创立银座宝

贝佳托育园，如今已在济南设立了4

所社区托育园，5所分园开设了7个托

育班，可提供托位450个，并通过加

盟、委托管理扩大至15家。

据济南市政府副秘书长张蓉介

绍，为大力发展托育体系建设，济南

市着力构建婴幼儿照护规范化服务体

系，2020年和2021年，分别将规范建

设40所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和创建30所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示范点列入市政

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发挥典型引领作

用，确定经集中验收评估达标后的示范

点每个给予20万元的奖励补助。另据记

者了解，淄博市则发布了全省首份托育

机构分布地图，方便群众快速找到身边

的婴幼儿托育机构并就近享受服务。

经济导报记者从济南市卫健委了

解到，目前济南市民间托育机构可谓

“遍地开花”，婴幼儿照护服务独立

实体机构达366所，提供全日托、半

日托、计时托等服务。此外，发挥社

会力量作用，托育服务机构呈现不同

特色。如社区嵌入式根据社区需求和

规模，嵌入式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托幼一体式在幼儿园基础上延伸

增加托班，招收3岁以下婴幼儿入

托。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园区、高等

院校以及女职工集中的单位，也可以

尝试委托管理式。

普惠托育服务潜力大

国庆假期前刚刚发布的《中国妇

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优

化生存发展环境，将支持托育服务体

系建设，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供给。

张蓉在经验交流会上表示，济南

市托育机构坚持普惠引领。济南市编

制了《建设普惠托育服务试点城市工

作方案》，积极参与试点城市创建和试

点项目建设。截至目前，济南市有11个

普惠托育项目被纳入中央预算内资金

支持，申报中央资金948万元，新增普

惠托位948个；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加

强中央预算内资金使用绩效评估，第

一批项目验收通过率达100%。

“目前优质的托育机构大多数集

中在经济比较发达、人口和家庭密集

的区域，在城乡周边居住我们也渴望

有相关优质的托育连锁机构开设到家

门口。”12日，济南市历城区某社区

业主刘莉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目前孩子还不够入托的年龄，

但自己已经开始恢复工作，选择一家

价格适中且放心优质的托育机构成为

她最近考虑的重点问题。

济南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促进人口发展，相关处室已经把发

展普惠托育服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

重。利用城乡联盟式托育模式，引导

城市主城区品牌机构向农村区县延

伸，发挥专家资源、管理与研发服务

优势，推进联盟办所，指导和引领农

村区县托育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

“社区普惠托育的全面实现，需

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作为

专业托育机构将引进成熟国际托育

体系，通过社区支持，真正走入社

区，实现普惠，做老百姓家门口可

以享受的平价、同步的国际化专业

托育。”万星表示，目前托育机构站

在政策和行业发展风口，下一步如何

真正让优质机构脱颖而出、服务大众

才是根本。

10月12日，由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主办的“2021中国国际

铝业周”在山西太原开幕。圣泉

集团(605589 .SH)在铝业周“铝用

辅料市场专题研讨会”上，发布

了其在有色金属冶炼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 酚醛树脂炭素阳

极，该成果对于促进炭素阳极及

电解铝产业绿色、节能、减碳具

有革命性意义，目前已在部分铝

厂试用，国内酚醛树脂市场规模

有望新增约200万吨。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背景下，以有色金属为代表的高

碳排放行业备受关注。

今年4月，国家有关部门出台

《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

《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有色金属

行业力争实现碳达峰，2040年力争

实现减碳40%。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协会统计，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行

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 . 6亿吨，占

全国总排放量的4 . 7%；而铝工业二

氧化碳排放量为5 . 5亿吨，占有色

金属行业的83 . 3%。铝工业减碳压

力巨大，需要整个产业链协同。圣

泉集团该技术的突破，对电解铝产

业链节能减碳影响深远。

作为电解铝生产中的核心原

材料，炭素阳极传统生产工艺以石

油焦作为骨料，以煤沥青作为结合

剂。圣泉集团作为国内合成树脂龙

头企业、酚醛树脂领域国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历经5年时间，

自主创新研发出导电型酚醛树脂，

可100%替代传统煤沥青作为结合

剂生产酚醛树脂炭素阳极。围绕该

产品，圣泉集团已单独或共同申请

9项专利，其中已授权6项。

酚醛树脂替代煤沥青后，炭

素阳极生产工艺明显优化。一方

面，采用击打成型工艺不存在颗

粒偏析，可有效利用弹丸焦和残

极，且产品均一稳定、边角致

密；另一方面，树脂阳极在加热

时不会软化、无高粘度物质挥

发，因此无需冶金焦填充，焙烧

后也无需清理，并且焙烧时间由

传统工艺的20多天缩短到8天，显

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酚醛树脂炭素阳极可有效促

进电解铝产业链节能减碳。在酚

醛树脂炭素阳极生产过程中，成

型阶段不使用导热油，焙烧时间

短、天然气消耗大幅下降，生产

一吨酚醛树脂炭素阳极碳减排约

50千克，国内全部替代可碳减排

约100万吨。在电解铝生产过程

中，酚醛树脂炭素阳极寿命延

长，换极周期延长，可以降低炭

素消耗量，生产一吨铝炭素消耗

量降低约35千克，国内全部替代可

节省炭素约129万吨；而且由于酚醛

树脂炭素阳极电阻率低、体积密度

高，可以降低电耗，生产一吨铝可

节省用电约200千瓦时，国内全部

替代可节省70余亿千瓦时电。

据悉，我国炭素阳极年产量

约2000万吨，全部实现树脂替代

煤沥青计算，将新增约200万吨酚

醛树脂市场规模。

目前，圣泉集团酚醛树脂年

产能60万吨，位居全球第一，产

品广泛应用于耐火材料、摩擦材

料、保温材料、涂覆磨具、绝缘

材料、轮胎橡胶、电子材料、航

空航天、军工等领域，是“神

舟”系列飞船返回舱保温原材料

制造商、国内最大的PCB基板材

料用电子树脂供应商和国内唯一

可批量供应TFT光刻胶用酚醛树

脂的供应商。 （路明磊）

圣泉集团发布电解铝核心原材料新品 酚醛树脂市场规模有望新增200万吨

倡导自律 升级突破

肉鸭鲁企抱团“练内功”

面对肉鸭

全产业产能非

正常增长所暴

露 出 来 的 问

题，走高质量

发展之路成为

企业与专家的

共同心声
在日前召开的山东肉鸭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和企业家共商发展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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