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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年 56种农产品，到 2020年
秋榜上榜产品增长至 258种，团队走遍
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累计行程达
240余万公里……

2020年 11月 27日，中国优质农产
品榜单熊猫指南揭晓2020秋榜，这是该
榜单自 2018年 3月首次发榜后的第六
次发布。作为农产品界的品质风向标，
熊猫指南榜单为业界打造了优质农产
品的选购指南并不断升级，而此次秋榜
在原来的果品、蔬菜、粮食三大品类上，
增加了食用菌、猪肉两大品类，引发业
内外关注。

标准严苛
做发现品质农物的“眼睛”

“都知道平谷大桃、庞各庄西瓜好，
但去哪里买？找谁买？消费者不知
道。”

“上榜的产品就能一劳永逸？如何
防止品质下滑？”

“如何能做到榜单的绝对公正？”
熊猫指南CEO毛峰围绕这些其他

农产品榜单的常见痛点，为熊猫指南制
定了“两有一无”原则：有精准地块信
息、有退出机制、无直接商业利益掺

杂。毛峰表示，熊猫指南中可以看到具
体的信息，细致到哪种农产品在谁家可
以买到、企业占地多少亩、具体产量是
多少，甚至如何联系、如何购买，建立像
米其林榜单那样让渠道和消费者可以
触达的有效信息；退出机制的意义则在
于，让榜单成为“活的”、具有生命力的
实时榜单，每年春秋颁布的入选名单有
增减，这样就打破了上榜产品一劳永逸
的问题。只有严格按照这套标准执行，
才能做到榜单独立、第三方和权威。

毛峰指出，中国农业体量庞大，事
实上却面临农业大而不强的尴尬，而今
天的中国农业就站在量变到质变的十
字路口。“中国农产品产量巨大，但整个
产业链中高品质、高附加值和品牌化、
版权化产品远远不够。做熊猫指南的
初衷就是希望助力推动中国品质农业
建立行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把中国的
好产品让人知道、让人相信、还要让人
买得到！”

如何从无数农产品中选出品质农
产品？熊猫指南COO马祎告诉记者，围
绕着熊猫指南的五大评价标准是——
环境优、品种优、种植优、品质优、物有
所值。“熊猫指南打造的是中国优质农

产品榜单，我们希望用科研的方法来解
决好吃的难题，把品质量化并清晰地表
达，形成一套标准。”马祎表示。

深耕行业
下一个“伊比利亚”火腿会出现

对于此次榜单的发布，在原有基础
上增加食用菌和猪肉品类成为业内外
普遍关注的焦点。熊猫指南CEO毛峰
坦言我国是名副其实的猪肉消费大国，
从消费量到产量都处于世界领先。然
而如此庞大的猪肉市场却没有出现类
似于牛肉的质量标准分级。

毛峰介绍：“从黑猪被屡次呈现的
清明上河图，到大文豪、美食家苏东坡
对猪肉烹饪的情有独钟，中国对猪肉的
青睐堪称世界第一——东北的民猪是
杀猪菜之王，而四川做回锅肉一定要用
成华猪，如果做烧烤那么首选广东香
猪，还有广西巴马香猪、西藏藏香猪
……我国现有的70多种猪，从品种质量
上看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
但相比一条可以卖到三万美元的伊比
利亚火腿，中国猪肉拥有顶级口感却缺
乏标准化、品牌化和分级制度，这是让
我们在国际猪肉市场没有话语权的最
主要原因，也直接导致消费者在选购猪
肉时更依赖经验，而熊猫指南希望把猪
肉像牛肉一样做出科学标准”。

相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
对牛肉的分级，猪肉不同部位的纹路、
花纹、口感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分层均
匀、色泽亮丽的猪五花肉，是烹饪中餐
的完美食材。“因此实现猪肉分级是该
品类纳入榜单的目的之一，以国际化、
工业化标准和视野去区分中国猪肉，未
来我们要出一款比日本和牛还好的猪
肉、我们要出第二个伊比利亚火腿，一
点都不惊奇。”毛峰表示。

农业创新
跑出中国品质农业“加速度“

从原来的农产品，横跨至畜牧产
品，熊猫指南一直在践行“用科学定义

好吃”的目标。为了解析猪肉背后的品
质逻辑，熊猫指南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共同
对国内主要猪肉品种进行测评，通过人
机互证的方式，看似一样的猪肉其实在
好吃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异，而未来消
费者将会通过熊猫指南的榜单，对猪肉
有了选购的依据。

同时熊猫指南还做了一件可贵的
尝试——在做榜单同时关注优质农产
品背后的数据。“这些数据将是中国农
业最宝贵的财富，它能创造未来行业的
大数据和话语权。”熊猫指南 COO马祎
表示，熊猫指南出了榜单更推出了农产
品感官评价系统“熊猫风味轮”，用国际
通用感官评价积累和国际通用的风味
轮工具，从消费者视野分析消费者大数
据，用风味轮形成一套专利权，消费者
还可通过像溯源码扫到产品背后的品
质和种植信息，真正实现用中国人自己
的方式重新定义“好吃”。

据悉，最新发布的2020年秋季榜单
中，值得注意的是数据之下，呈现出多
个省份品质农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例
如山东作为传统农业大国，苹果、葡萄、
桃等品种遥遥领先，传统农业大省在向
品质农业大省转变；云南、海南等地作
为新兴农业产地，从小体量在向大体
量、规模化发展，呈现出跨界农人越来
越多的特点，这些都是品质农业在消费
者终端发生的可喜变化。

熊猫指南作为中化集团的新 IP，不
仅是中化农业的梦想照进现实，更是以
实力和实际行动为中国农业赋能，为中
国消费升级助力。中化集团董事长宁
高宁始终在农业创新的道路不懈努力，
在推出熊猫指南同时，更发力MAP 大
规模农业技术服务平台，将国际先进农
业服务模式实现中国本土化，据悉，截
至目前MAP已在全国建立 270多个技
术服务中心，2023年将实现在国内服
务线下面积超五千万亩，技术服务中心
超过七百个，为中国农业规模化和现代
化做出有益尝试。

在美丽的云南丽江程海湖畔，有这
样一个康养胜地。在这里，前来观光旅
游的消费者不仅可以一览丽江的绝美
风景，还可以深入体验了解螺旋藻、红
球藻等小小微藻是如何迸发巨大能量，
如何经过繁殖、生长，最终成为为人类
健康做出贡献的营养健康类产品。

这里就是云南绿A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全力打造的高端微藻主题康养基地。

“我们专注微藻和微藻大健康产业
已经有 30年的历史，绿A如今已经拥有
数十万的基本消费者，但事实上微藻类
对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
东西，而把健康养生、科普教育和文化
旅游系统高效地结合起来，将会是提高
行业普遍认知、推动微藻产业发展的重
要举措。”近日，在“第三届微藻营养医
学中国行”公益科普活动中，云南绿 A
总经理胡志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助力吃得“精”小微藻显大用途

众所周知，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
免疫功能羸弱的老年人成为高危易感
人群，爆发出迫切的健康需求，由于该
群体多患慢性基础疾病，同时对于防病
治病和营养补充等缺乏科学认知，导致
进一步影响该群体的综合健康水平。
近日举办的第三届微藻营养医学中国
行，以“老年人免疫力保卫战”为研讨主
题，通过现场权威专家观点，推动微藻
类营养健康产品在补齐老年健康短板
中提供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云南绿 A 总经理胡志祥告诉本报
记者，随着我国老龄化群体占比大幅增
加，老年群体的健康需求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焦点。对于当前老年群体营养
健康产品的发展现状，胡志祥作为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整个营养品市场发展的
见证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

营养健康产品 30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到
老年群体可以概况为“从吃不饱到吃得
饱；从吃得饱到吃得好；最后到吃得
精”，精不是指精粮而是要“精准”。老
年群体之间同样存在男女差异、年龄差
异、地域和气候差异、个体体质差异，而
对老年人健康需求的精准判断和对营
养食品的精准选择需求，使整个营养界
不断增加细分并蓬勃发展。与此同时，
老年营养健康产品的口味化、食品化趋
势，也让更多健康产品延续着我国古代

“药膳”的精髓——在口感更好、更加便
捷的发展趋势中达到补充营养的作用。

“微藻类产品就是其中典型的代
表。”胡志祥表示，微藻在地球上有成千
上万种，而目前在开发的只是极小一部
分，例如螺旋藻、小球藻、雨生红球藻、
褐藻等，除具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及微量元素外，一些特异性的物质也用
于各类产业化开发。作为全球微藻产
业领导品牌，全球最大螺旋藻生产商和
供应商，绿A如今已实现将微藻按现代
工业研究进行分类，部分可作为食品添
加剂根据老年人群不同需要做膳食营
养补充，部分作成医疗产品用于放化疗
或辅助治疗肝损伤，还有的用于化妆品
的生物活性成分中。

微藻健康产品食品化趋势显著

记者了解到，微藻是地球生物食
物链最底端的物种。它可以全面提供

老年群体营养健
康的全营养，还
可以提供高等生
物所需却又难以
直接吸收的矿物
质等必须的微量
元素和营养素，
具有吸收转化微
量元素的功能。
例如当前被公认
的健康元素硒，
微藻可以对其吸
收后，通过螯合
作用形成含有该
离子的杂环结构
促进人体吸收，
发挥帮助补充营
养素和矿物质的
作用；而螺旋藻
和其他微藻同样
对于提高老年人
对营养素的吸收
转化率方面作用
明显。“与益生菌
中菌群调节作用
不同，微藻中的
生物活性物质可以直接帮助已有菌群
提升代谢能力，在和日本共同进行的
研究结构显示，微藻参与的生物工程
酿酒，可提升 5%左右的出酒率，微藻
在人体环境中可提高胃肠道菌群工作
能力 1%到 3%。在这一机理下，老年群
体会通过微藻起到的营养改善作用，
进一步增加体内营养的循环和代谢能
力。”

胡志祥介绍，除了消费者熟知的
螺旋藻外，微藻家族还有很多种类蕴
藏着不同作用和能力——例如雨生红
球藻是自然界中最富含虾青素的生
物，科学证明虾青素的特殊化学结构
共轭双键可以实现高效抗氧化和消除
炎症。而另一种小球藻，里面富含的
生长因子 CGF，20 年前就被日本和美
国研究发现对发育不良人群有很好效
果，如今更成为消费领域中促进指甲、
皮肤、头发等生长的生物制品，备受热
捧。而螺旋藻的“亲兄弟”裸藻，富含
β-葡聚糖，这种人类无法合成的糖类
可以吸附人体血液中的血尿酸……根

据不同品种微藻的特异化功能，云南
绿 A 针对不同场景和需求研发出富含
不同微藻成分的糖果、软性饮料、粉剂
及片剂，围绕微藻研发，发力和布局功
能零食及营养健康食品。

研学+康养 创新推动微藻产业普及发展

据了解，专注微藻和微藻大健康
产业 30年的云南绿A如今不仅是全球
最大的螺旋藻供应商，更拥有国内最
大的红球藻培育基地。该公司位于丽
江程海湖的天然螺旋藻基地，如今已
实现全产业链生产和生产过程全透
明。螺旋藻从藻种选育、湖水培育、成
熟收获、脱水干燥、灭菌去杂、保鲜包
装等全过程的直接呈现，让参观者可
以深入了解高品质螺旋藻的“前世今
生”，“透明工厂”更成为绿A 践行诚信
经营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悉，绿 A 藻
种试验室内聚集了国内顶尖的科研团
队，相关课题一直进行产学研模式的
探索，目前已与 100多家科研单位和大
学建立合作关系，先后进入国家科委

“七五”、“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和“火炬
计划”国家级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基
地被誉为世界微藻研发中心。

“程海湖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螺
旋藻天然产地之一，位于程海湖的绿A
螺旋藻基地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天然
螺旋藻养殖基地，每年螺旋藻产量占
世界总产量约二分之一。此次将螺旋
藻原料基地与康养文旅相结合，是快
速打通消费者对行业认知、对微藻认
知的重要途经，我们要让消费者尤其
是老年群体知道微藻对健康的益处是
真真实实，并不是‘糊弄’和‘忽悠’，这
是绿 A 的最终目标，也是全球微藻行
业和微藻研究者们的共同愿望。”胡志
祥表示，

在我国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
景下，更好地解决老年群体健康问题，
不仅是应对后疫情时代的重要举措，
也是实现健康中国必须要迈过的一道
坎，绿 A 将持续推动健康理念传播，开
发生产高质量的螺旋藻等微藻营养产
品，全面助力‘健康中国’”。

绿A生物专注微藻研发 打造微藻主题综合康养基地

云南绿A总经理胡志祥

世界上最大天然螺旋藻基地——绿A基地

绿A藻种库绿A天然螺旋藻生长池

熊猫指南熊猫指南““用科学定义好吃用科学定义好吃””

秋风送爽，田野飘香，陕西省志丹县迎来一年中的收获季节。近日，
由中共志丹县委、志丹县人民政府主办，志丹县委统战部、志丹县委宣传
部、志丹县农业农村局、志丹县扶贫开发局、志丹县顺宁镇人民政府和志
丹县融媒体中心等单位承办的“梦想在田野起航”返乡创业访谈暨网络
直播品鉴会在志丹县顺宁镇桃沟村民营企业家返乡创业人士纪鹏果园
举行。志丹县民营企业家、青年返乡创业代表和有返乡创业意愿的社会
各界人士、志丹县各镇办社区服务中心、县扶贫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和群
团主要负责人，省市县媒体朋友共计 80余人参加。延安市扶贫局二级
调研员李红洲一行、志丹县委常委、副县长刘建忠，县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田志荣出席网络直播品鉴会。志丹网红主播高小青、陕北霞姐前来助
阵。

志丹县委常委、副县长刘建忠，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志荣及干部
职工返乡创业代表人士韩亚东、巾帼返乡创业代表人士解开莲、青年返
乡创业代表人士同培帅、民营企业家返乡创业代表人士纪鹏、郝文龙在
户外演播室接受访谈。此次访谈以喜庆的丰收场景作为背景，通过现场
互动交流，他们讲述自己的返乡创业故事，反映志丹县产业发展面貌，获
得群众一致好评。

活动中，知名网红主播高小青、陕北霞姐为志丹山地苹果进行了
宣传代言，志丹县委常委、副县长刘建忠，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志
荣向群众亲自推介甜美个大的志丹山地苹果。随后，延安市融媒体中
心主播徐晓蒙和返乡创业代表纪鹏在直播现场与高小青进行连麦，共
同为志丹山地苹果、南瓜、小米、羊肉、糜子黄酒等进行带货直播。

据悉，此次网络直播活动，是志丹县首次通过在田间地头直播带
货等新模式，深入推进消费扶贫，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直播得到点赞
4361次，观看人数近一万余人次。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以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为背景，充分展
示志丹返乡创业人士的作为、情怀与担当，使他们成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攻坚的

“硬核”力量，开启乡村振兴新的篇章。在喜迎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志丹
县委统战部围绕进一步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消费扶贫，千方百计拓展志丹县
优质农副产品销售门路，着力打响志丹县扶贫产品品牌，助力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收官之战。 （高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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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返乡创业代表人士解开莲正在讲述返乡创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