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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鸭是江苏南京的著名特产，是
传统金陵菜肴的代表。随着现代化生
产模式和多渠道销售方式的引入，南京
已经逐步形成盐水鸭鸭肴产业、鸭肴文
化和鸭肴品牌，产业总规模近百亿元。
而随着产业的迅速发展，南京盐水鸭

“飞”得更远，走上了全国消费者的餐
桌。

“随着现代化生产模式和多渠道销
售方式的引入，从制鸭、售鸭到食鸭，南
京已经逐步形成盐水鸭鸭肴产业、鸭肴
文化和鸭肴品牌，产业总规模近百亿
元，成为南京农业最有优势的特色产
业。”江苏省烹饪协会京苏大菜研究会
执行主席周树平说。

无鸭不成席

消费者对南京盐水鸭的喜爱程度
从南京鸭产业链服务对接会上公布的
一组数据可见一斑：2020年，在餐饮业
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情况下，南京仍然生
产销售了 6000 万只鸭，总产值近 50 亿
元，其中，盐水鸭占了绝大部分。

“盐水鸭因口味和制作工艺独特而
广受消费者欢迎，中秋节前后最丰美，

吃上一口，肉嫩多汁，咸淡适中，香而不
膻，老少咸宜。”江苏省唯一的盐水鸭制
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南京桂花鸭（集团）
有限公司高级技师贾有文一家，几代人
都从事盐水鸭制作。他说，制作盐水鸭
关键在于炒盐腌、清卤复、烘得干、煮得
足。

贾有文告诉记者，腌制时须用炒热
的花椒盐擦遍鸭身，腌足腌透，可增加
鸭的香醇；“清卤复”是为了让盐分充分
融入鸭肉；“烘得干”则是去除水分让鸭
肉更紧实；最后通过精准把控温度、火
候的“煮得足”出锅，这样做出来的鸭子
皮白、肉红、骨头绿，吃起来香味扑鼻，
鲜嫩多汁。如今的桂花盐水鸭在走向
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仍坚持传承传
统工艺，实现了传统工艺与现代化技术
的完美融合。

“南京盐水鸭久负盛名，至今已有
2500多年的历史，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传

承而得以延续和发展。海量的鸭产品
消费只是南京‘鸭都’品牌的具象，背后
还凝结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周树
平说，“南京人离不开盐水鸭，这道菜已
经超乎本身所蕴含的实用价值，它真正
的意义是一种精神寄托，是独一无二真
正属于南京的品牌。”

加工新突破

明黄色招牌、戴眼镜学者模样的卡
通头像，硕大的“南农大·黄教授”店名
非常醒目。在南京农业大学西门口，这
家由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
黄明开办的盐水鸭店在行业内非常出
名。

国庆假日期间，记者在店门口看
到，前来购买盐水鸭的消费者已经排起
长队，其中不乏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
客。“我们的盐水鸭也被大家称为‘教授
鸭’，食品制作工艺来自南京农业大学

的科研成果，主要特点是绿色、健康，天
然保鲜不含防腐剂，低盐、无味精、味道
好，营养丰富。”门店售货员告诉记者。

黄明从事肉品加工研究已有 30多
年。从 2005 年开始，他就重点针对包
括盐水鸭在内的禽类食品加工进行技
术攻关，十多年来，发表研究论文 100
多篇，获得专利 23件，科研成果颇丰。

“食品加工是应用科学，科技成果
转化应该更接地气。而南京盐水鸭在
产业化、标准化、绿色化发展上还有很
大空间，因此，我们把实验室搬到生产
一线，把科研工作下沉到市场一线。”黄
明说，科研团队不仅开办了盐水鸭熟食
店，还创办了南京黄教授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在实际生产中实现了活性肽与营
养富集、有害物减控、产品保真保鲜 3
大类 10多项科研创新成果的突破。

“眼下，我们把这一套标准的盐水
鸭加工工艺通过技术咨询、培训、科技

服务等多种方式向山东、河南、安徽、新
疆以及江苏的鸭制品生产企业输出，带
动更多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生
产。”黄明说。

智产桂花鸭

熙熙攘攘的南京秦淮夫子庙步行
街，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南京盐水
鸭专卖店。“正宗金陵盐水鸭，现场试
吃，先尝后买。”销售人员大声吆喝，各
家店门口挤满了顾客。

南京市民李志斌径直走向“桂花
鸭”牌老字号盐水鸭专卖店，选购了 6
只整鸭和一大包鸭翅、鸭肫、鸭爪等休
闲零食。“孩子在部队服役，一年难得回
来一次，我给他和战友们寄些南京特
产。”李志斌说，南京盐水鸭过去只能现
买现吃，既没包装，也不易储存，现在的
盐水鸭产品最长保质期可达 90 天，天
南海北都能尝到“南京味道”。

李志斌所购买的包装盐水鸭来自
南京桂花鸭（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南
京盐水鸭产业唯一的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近年来，企业一直致力
于推动南京盐水鸭产业的工业化、标准
化和专业化发展。

走进南京桂花鸭（集团）有限公司
现代化的盐水鸭生产线，记者看到，在
自动化腌制流水线上，采用了该企业研
制的自动化腌制设备和物联网信息技
术，工作间里连接着电脑控制的腌制程
序。在生产线上，完成腌制的盐水鸭挂
上自动化煮制线后，经过 1个小时的烫
胚、煮制、倒汤等加工流程，出来的是一
只只白里透黄、新鲜美味、外观齐整的
成品鸭。在智能包装生产线上，3台机
器人实现了自动装袋、封口、喷码、装
箱、封箱、码垛等作业流程，效率极高，
且几乎没有差错。

南京桂花鸭（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徐伟介绍，通过拓展电商和新零售销
售渠道，通过创新盐水鸭休闲产品，全
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爱上了这
道经典美味，煮熟的南京盐水鸭将越

“飞”越远。 （蒋 波）

国庆前夕举行的第二届荆门楚商
大会上，恩捷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格
林美荆门新能源材料循环经济低碳产
业示范园项目、科达利锂电池结构件生
产项目等 3个新能源材料项目签约，总
投资近90亿元。

上海恩捷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锂
电池隔膜生产供应商，此次签约的恩捷
项目由亿纬锂能与上海恩捷设立合资
公司，计划总投资52亿元，将建设16条
锂电池隔膜生产线。科达利则是国内
知名的锂电池结构件研发及制造商。

这是继格林美、新宙邦、吉和昌、百
杰瑞、领益智造等头部企业落户荆门
后，荆门高新区·掇刀区锂电产业集群
再次迎来大规模扩张。

近年来，锂离子电池在新能源汽车
等方面的应用方兴未艾。荆门高新区·
掇刀区依托格林美、亿纬动力等行业龙
头企业，着力打造“电池材料生产—电
池电芯制造—废旧电池梯级回收再利
用”的全生命周期产业链。

“作为格林美五大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核心基地之一，荆门格林美成功转型

为全国锂电池材料制造龙头企业。”格
林美董事长许开华表示，荆门格林美已
建成8万吨三元前驱体和2万吨正极材
料产能，实现年产值150亿元，“十四五”
末将冲刺300亿元。该公司生产的三元
动力电池材料占中国市场的30%以上，
并已成功进入宁德时代、韩国三星等锂
电龙头企业供应链。

此次签约的格林美新能源材料循
环经济低碳产业示范园项目将在荆门
新增投资 28亿元，形成从动力电池回
收、新能源原料再制造、电池级镍钴原

料再制造到固体废物综合处理的资源
循环产业链，新增产值150亿元以上。

惠州亿纬锂能落户荆门高新区9年
来，完成投资近百亿元。未来3年，亿纬
动力拟在荆门完成总投资 298亿元，建
设动力储能产业园及金泉新材料项目。

目前，荆门高新区·掇刀区集聚各类
锂电池关联企业和项目 13个，预计到
2025年，仅在建项目和现有企业产能释
放，全区新能源动力电池产业集群产值
将突破千亿元大关。

（李剑军 李德银 何梦雪）

10月 5日，在贵州省凯里市贵州炉
碧经济开发区贵州黔玻永太新材料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上百名工人正在进行
一期生产线上的各项相关工作。今年9
月 29日，该公司一期项目点火投产，争
取10月中下旬出炉第一批产品。

据了解，贵州黔玻永太新材料有限
公司是贵州民营企业100强明钧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是集玻璃研发、制造、加工
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是贵州省
2021年度省级“千企改造”工程龙头企
业。该项目占地面积 830 亩，总投资
38.19亿元，于2020年7月启动建设。

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新建一条日
熔700吨一窑两线优质浮法玻璃（超薄、
超白、超厚）生产线；二期建设一条日熔
1200吨的光伏玻璃生产线，配套建设玻
璃深加工车间；三期建设每天600吨的电
子玻璃及配套组件加工车间。目前，该项

目已取得日熔718.3吨玻璃产能指标。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新增

产值60亿元，新增税收3亿元，解决就业
3000人以上。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学、贵
州大学、贵州理工学院等院校进行新型
建材的研发合作，加大产品科技投入，提
高产品综合性能，延伸产品的产业链，有
效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据介绍，贵州黔玻永太新材料有限
公司实施的节能镀膜玻璃及技术功能玻
璃制品项目，补充了凯里市玻璃产业中
游链条，极大丰富了该市玻璃产业产品
的种类，是凯里市以商招商、产业链招
商、优化服务收获的重要成果。该项目
生产运营后，将吸引更多的玻璃产业项
目加速聚集，对凯里市依托资源禀赋，加
快百亿级玻璃产业园建设，推动该市产
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意
义。 （李 丽）

近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宁夏
研究院战略咨询项目“碳化硅基先进陶
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启动会在宁夏银
川举行，该项目由中国工程院何季麟等
5位院士共同参与，北方民族大学、中
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宁夏北伏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究。

碳化硅是宁夏的优势产业，2018
年宁夏碳化硅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三
分之一以上。近年来，宁夏着力改变碳
化硅以普通冶炼和粗加工为主的局面，
加速碳化硅产业转型升级，但技术转型
升级和关键技术攻关亟待解决，中国工
程院的支持有望解决这些难题。

据介绍，“碳化硅基先进陶瓷产业
发展战略研究”将开展对我国碳化硅基
先进陶瓷产业发展的决策咨询研究，对
国内外碳化硅基先进陶瓷近 5年来的
产业状况、影响发展关键因素等方面情
况开展全面调研了解和认识，形成调研
报告，为产业发展和政府战略决策提供
依据，并利用宁夏的碳化硅原料基地优
势，开展中西部技术合作，形成紧密的
碳化硅基先进陶瓷产学研用联合体，开
展具体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促进宁夏
以及周边地区先进陶瓷产业的技术提
升和产业发展。

（拓兆兵）

日前，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印发《河北省体育用品产
业发展工作方案》提出，以突出市场化、国际化、高端化、品牌化为基
本原则，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以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冬
奥会赛事举办等为契机，抓创新、提质量、创品牌、增效益，全力推进
体育用品产业做大做强。

方案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链条完善、结构合理、特色鲜明
的现代体育用品产业体系，产品丰富度、品质满意度、品牌认可度
明显增强，全省体育用品产业总规模达到1200亿元左右，累计推出
1000项以上新产品。

方案从6个方面研究提出了25项重点发展路径。
加快做大做强产业规模。按照突出规划引领、促进产业集聚

发展、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加快冰雪装备产业发展、实施精准招商
和强化企业市场营销6条发展路径，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
力的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培育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制造企业，
打造一批企业集团和行业龙头。到2025年，河北全省体育用品特
色产业园区达到10个，特色产业集群达到3—5个。推进张家口高
新区冰雪装备产业园、宣化冰雪产业园建设，积极引入高端冰雪装
备制造项目，形成雪服、雪板等轻装备，索道、造雪机等重装备，体育
运动器材、康复训练装备等相关产品生产集群，打造国家冰雪装备
产业基地。积极整合各类检验检测机构资源，引导企业植入电子
商务。组织实施“冀优千品”河北制造网上行活动，打造一批体育
用品知名工业品牌和名优爆款产品。

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支持和鼓励具备较强研发能力的骨干企
业加强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建设，积极创建国家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
快创新创业步伐。发展潜力大的体育用品龙头企业建立工业设计
中心，加速工业设计赋能。支持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上下游企业联合申报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加强高端设备、
高端材料、功能性设计等关键技术成果转化，提高核心竞争力。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将新型体育用品列入《河北省制造业技
术改造投资导向目录》，支持符合条件的体育用品技改项目列入省
工业企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计划。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体
育用品产业的应用，加快产业集群5G网络全覆盖，推动工业互联网
标识在体育用品产业规模应用，提升产品全生命周期追溯和质量
管理水平。实施体育用品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工程，鼓励各类企业
生产中高端体育用品。立足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等健康消费升
级新趋势，鼓励企业研制、生产符合不同运动项目特点、时尚便利
的体育服装服饰。积极培育自主品牌，打造一批运动食品企业和
运动食品品牌，形成一批特色明显的地域运动食品品牌。大力推
进体育产品企业节能节水，培育打造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设
计产品、绿色供应链，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体育用品绿色制
造体系。

推动产业以质取胜。鼓励支持企业研究制定企业标准，支持
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检验检测技术水平。强化企业
品牌发展和竞争意识，支持企业从贴牌生产向自主设计、自创品牌
发展，建立完善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开展品牌培育工作。

强化以应用促发展。组织省内体育用品企业主动向教育、体育等部门推介优质产
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招标采购。鼓励企业让利营销，激发消费者购买体育用品，激活
消费市场，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企业通过主办、冠名体育赛
事搭建营销平台，促进推广，提升产品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

着力建设支撑平台。借助社会组织优势，引导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资本广
泛参与，打造产学研用一体的体育用品产业联盟和创新平台。谋划建设集研发设计、
商品展示、应用场景、产品体验、教育科普、品牌宣传、产品交易等为一体的特色体育用
品小镇。与京东、天猫、淘宝等销售平台链接，支持河北省特色产业产品推广平台建
设，组织专业人员推广，加大对河北省体育用品宣传和销售力度。

（米彦泽）

工业设计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领和关键突破口，作为制造业
大省，山东把工业设计作为提高产品
附加值、提高企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
价值链、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引擎。记者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山东已培育国
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24家，数量居全国
首位。

近年来，山东工业设计发展环境
持续优化，先后出台了《山东省加快工
业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省
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省级
工业设计研究院创建工作指南》等，强

化工业设计理念，加快提升工业设计
能力和水平。此外，山东各市相继出
台支持政策，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形成
较为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自2016年
起，山东省政府每两年举办一届“省长

杯”工业设计大赛，工业设计成果加快
涌现。青岛、淄博、烟台、潍坊、威海、
日照、滨州、德州等市也相继设立了市
级工业设计赛事，营造良好产业发展
氛围。目前，中德工业设计中心签约
落户山东，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注册成
立，正在争创国家智能制造工业设计
研究院

（田国垒）

10月 10日，“锦绣小康路·出彩河
南行”走进“中国食品名城”——河南
省漯河市，领略这座因独特的食品工
业而名闻天下的中原城市。

龙头企业“修炼”数字化“秘籍”

在河南漯河双汇集团第一产业
园，灌肠车间、蒸煮烟熏车间、剪节车
间、无菌包装车间里到处是一派红火
的生产场景：智能化的新设备满负荷
运转，一件件双汇产品从这里包装出
厂，走向消费者餐桌。

“大家看到的生产线是在古老的高
温生产线基础上升级改造的，从肉食颗
粒灌装、调料配置、上料到包装，整个肉
制品生产过程都实现了智能化，不仅降
低了劳动强度，而且保证了产品质量。”
双汇发展副总裁周霄介绍。

为建成世界一流的肉制品企业，
近年来，双汇发展大力引进数字化、智
能化技术，发展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
智能车间。2020 年，双汇又加快了对
漯河生猪屠宰和股三肉制品加工项目
的技术改造，分别从丹麦、荷兰、西班
牙、奥地利引进了智能化生产线，为双
汇肉类产业升级奠定了基础、创建了
样板。

目前，双汇发展通过运用移动互
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人
工智能等技术，着力在制造业数字化、
物流业数字化、市场数字化等方面，持
续提升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从而
打造更具双汇特色的数字化生态体

系，更好、更快地助力“数字化双汇”建
设。

“网红”小食品变身行业“巨无霸”

“辣条火锅 8件，亲嘴道、亲嘴语、
亲嘴条、亲嘴烧各 6 件，火烧干吧、大
面筋、小面筋、点心面、麻辣小面、麻辣
小丸子各 5件……”

“请稍等，马上为您安排发货。”
在河南省卫龙食品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销货直播间，主播正忙着
招呼网友，销货现场异常火爆。直播
助理兴奋地说：“看我的销货记录，从 8
点开始到 11:30，光是记录的客户信息
已经超过 1000条！”

线上火爆，线下的生意也是红红
火火。在卫龙食品下属的漯河市平平
食品公司展示厅，消费者王先生已经
挑选了满满两大袋子食品，他说：“我
们家人就好这一口，多少年了，从小辣
条开始到现在的各种休闲食品，家里
就没断过。”

据了解，河南省卫龙食品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9年。公司
成立之初，只是漯河市一家生产辣条
的民营小公司。然而，小食品却吃出
了大产业。近年来，卫龙食品紧盯消
费者口味，精准布局，逐步发展成集麻
辣休闲食品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为
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如今，公司已成
长为调味面制品、豆制品、魔芋食品、
素食肉制品、蛋制品、休闲食品等行业
的“巨无霸”。

职业学院“五共”培养模式育十万桃李

“学校 70%以上的专业是食品类
专业，每年的毕业生 80%以上就业于
漯河市和河南省食品企业，双汇集团 6
万多名员工中我院毕业生占四分之
一。”10月 10日下午，在漯河市食品职
业学院，该学院创始人、党委副书记詹
跃勇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漯河食品职业学院是河
南省唯一一所以食品工业为背景设置
专业的高职院校，主要为漯河 2000亿
级食品产业集群和河南食品工业大省
万亿食品产业培养急需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近年来，学院围绕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目标，着力构建“专业共建、课程共
担、教材共编、师资共享、基地共用”校
企合作产教融合模式，在推进校企深
度合作、产教融合方面探索了一条特
色鲜明、卓有成效的发展之路。

“学院已为社会培养了近 10 万名
技术技能人才，学生就业率保持在
98%以上，许多毕业生成为河南省食
品行业的技术和管理骨干，有力地支
撑着河南万亿食品产业的发展。”詹跃
勇自豪地说。 （程明辉）

河南漯河：小食品吃出大产业

盐水鸭成江苏南京优势农业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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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凯里加快建设百亿级玻璃产业园

宁夏启动“碳化硅基先进陶瓷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山东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数量居全国首位

头部企业扎堆入驻 关联企业和项目达13个

湖北荆门高新区锂电产业冲刺千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