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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8月 31日，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河北省农业技术推

广总站、河北省产业技术体系油料创新团队主办的河北省高油酸花生产

业推进暨现场观摩会在河北滦州召开。

高油酸花生是指油酸含量 75%以上的花生品种，它能够有效降低人

体低密度胆固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同时，其种子和产品更耐贮藏，拥有

更长的保质期，比普通花生具备更高的生产效益，因此高油酸花生成为未

来花生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高油酸花生产业的发展，政府重视是先导，企业拉动是关键，科技支

撑是保证，规模化种植是基础，我国要不断提升花生的国际竞争力，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步实现农民增收和企业增效，严把纯度

关、安全关、收购关和追溯关，真正做好高油酸花生产业链。”农业农村部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戈说。

领跑地位正面临挑战

作为花生的传统种植区，早在 100 多年前河北省就以“东路花生”享

誉中外，域内花生种植农户和企业对高油酸花生的接受程度较高，种植技

术和模式较为成熟。

虽然河北省在高油酸花生品种繁育、技术研发和种植推广等方面具

有先发优势，高油酸花生播种面积达到 130 万亩，登记品种 34 个，在全国

处于领跑地位，但是这种优势正面临挑战。

“首先是价格波动较大。河北省高油酸花生主要用于压榨，价格一定

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油料市场行情，生产者利益无法保障，政策支持尤显重

要。”河北省油料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专家、教授陶佩君指出。

其次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水平较低。目前，河北省高油酸花生生产

仍然以传统小农户自主性种植为主，新型农业种植主体占比不足 30%。

第三是良种产业化发展滞后。“高油酸花生用种量较大，一般占到产

量的 10%左右，因此种植户习惯自留种生产。同时，花生种子对机械加工

要求严格，导致大规模经营比较困难，企业利润有限，繁育基地建设滞后，

所产种子纯度和质量不易保证。目前，河北省进入流通环节的高油酸花

生种主要用于品种更替或调节余缺，产业化经营程度不足，这也阻碍了良

种推广速度。”陶佩君说。

第四是整体机械化效率不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

究员王瑾指出，虽然河北省高油酸花生的整体机械化程度较高，但是机具

的作业效率和效果并不理想。受限于生产模式等因素，多以中小型通用

机械为主，普遍存在功能单一、性能不足、损耗率高等问题。河北省内大

中型花生专用机械研发能力薄弱，高机械性能、高效率和高智能化的复式

作业机具尚属空白，信息收集决策和自动调控等精准化作业体系尚未形

成，总体仍处于机械化的初级水平。

此外，产业链条延伸不够，品牌知名度有限。“河北省高油酸花生产业

链条完整，生产能力充足，但是加工端消纳原料的方式主要为压榨，其次

为包装食品，属于比较低端的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不高。针对花生蛋

白、活性肽、非淀粉多糖等深层营养成分综合提取利用的高油酸花生精深

加工比较缺乏，从而影响了产业链条的进一步延伸。”王瑾说。

打造全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水平

如何加快推进河北省高油酸花生产业发展？陶佩君建议，加大资金

和政策支持力度。将高油酸花生纳入现代农业重点支持范围。建议把发

展高油酸花生种植列入政府工作计划，出台相关政策，设立专项资金，重

点支持高油酸花生的科技攻关、技术推广和产业化开发，围绕花生各产业

环节予以资金支持，促进产业发展。

“同时，建议政府主导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在高油酸花生主产区，

重点支持种子和加工企业建设生产基地；支持家庭农场和大户采用专用

品种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支持将小农户纳入高嵌入度的专业合作社，

通过订单农业、托管服务、五统一分等方式，提升整体生产水平。”陶佩君

说，比如，建设标准化基地，加强示范带动。

王瑾指出，要强化种业发展，夯实产业基础。发挥现代农业产业创新

团队的人才优势，组织制定种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举措，力

争在“十四五”期间取得新突破；发挥河北省科研机构的品种育繁水平优

势,重点培育高产稳产、优质专用新品种，满足市场多层次需求；培育抗

病、水肥利用效率高、适宜机械化等的新品种,满足生产需求；在特优区建

设完善一批良种繁育基地，培育一批实力较强的种业销售公司，扩大河北

品种在全国的市场份额。

“还要提升整体机械化水平，建设现代种植模式。深入开展高油酸花

生种植技术与生产机械配套研究，开发专用机具，提高作业效率，降低破

损消耗，促进农机农艺融合。建立全程机械化生产标准示范区，带动全省

高油酸花生全程机械化水平提升。”王瑾说。

“最后，要打造全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水平。”陶佩君建议，针对河北省

花生产业化水平低的问题，着力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支持产后加工利用，

培育龙头企业，提高产后收储、加工能力，提升深加工与副产品利用水平，

加快加工产品开发，打造高附加值产业链。

让高油酸花生
发展质量也一样高起来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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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是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

力的一项重要标志。已获得的学历，已发表的论

文，已取得的奖项和已经获评上一个层级的职称的

年限，是很多单位在进行职称评审时

对参评人员列出的基本条件。而对

一些企业科研骨干来说，由于种种原

因，往往被这些基本条件拦在门外，

遭遇到职称评审的“天花板”。

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是2018

年6月出台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

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

《意见》出台以来，上海市严格落实

“三评”改革意见，在科技人才职称评

审中重点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

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四唯”）倾向。

破“四唯”，立什么？在探索新的评价“尺子”

上，上海市推出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具体而

言，在“不唯学历”方面，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科

技人才，都可以通过专家亲笔推荐突破学历规

定；在“不唯论文”方面，科技人才可以通过自己

的项目书面总结等代替发表论文；在“不唯奖项”

方面，科技人才可以通过成果转化经济效益、发明

专利等情况，在书面申报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不把

获得奖项作为唯一标准；在“不唯职称”方面，海外

人才的海外经历可以作为申报依据，海内外有突

出业绩的，都可以有绿色通道申报职称。

据介绍，自上述举措落实以来，上海市科委

负责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系列、工程系列、实验

系列、经济系列等科技人员职称评审中，通过专

家亲笔推荐突破学历规定的共有 15 人；海外人

才通过绿色通道跳级申报参评的共有 3 人；在

2019 年首次开展的工程系列人工智能高级职称

认定工作中，未具有职称，直接破格申报正高级

的有 11人，进一步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促

进职称评价和人才培养使用相结合。

栽下梧桐树，方能引得凤凰来。在业内专家

看来，企业科研骨干和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能

够顺利参加上海市科技行业主管的职称评审，是

对科技人才评价方式的有益探索，有利于对生物

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的高层次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培养、发现、集聚和使用。

破除“四唯”局限 上海职称评审更重人才实绩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本报记者 唐 婷

“三评”改革典型案例③

如今精细加工的粮食产品受到不少消费

者青睐。但看起来“白细美”的粮食背后，存在

过度加工带来的粮食损耗问题。

8月 27日新华社报道，原农业部 2014年发

布的关于加强粮食加工减损工作的通知显示，

因过度加工我国每年损失粮食 150亿斤以上。

那么，为什么现在一些企业要对粮食进行

过度加工？粮食到底应该加工到什么程度才既

能满足口感，又能保证营养，还能减少损失？带

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所谓过度加工，是指为了过度追求加工

精度而采取的原料消耗高、产品出率低的粮

食加工方式。”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粮食丰产

增效科技创新”专项“河北水热资源限制区小

麦—玉米产后减损、技术扩散与综合评价”课

题负责人、河北农业大学教授陶佩君说。

“过度加工导致的粮食损失大概在 3%到

10%，高的可能达到 15%左右。量的损失主要

是因为加工过程中，将影响粮食外观、口感或

加工特性的表皮、糊粉层通过碾削、抛光等工

艺去除，导致得到的可供食用的粮食重量减

少。”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教授李再贵说。

以小麦为例，“现代小麦制粉工艺一般采

用等级粉生产技术，通常包括由皮磨、心磨、渣

磨、尾磨构成的研磨系统工序以及筛理系统工

序。为了实现小麦粉的高精度和高出率，企业

采用清粉机分级提纯，可精细地从胚乳中心向

外周逐步取粉，随后再按精度高低或最终用途

配制成不同规格或用途的小麦粉。这种工艺

的特点是尽可能去除皮层、糊粉层、胚，因此会

导致较高的小麦加工损耗。”“河北水热资源限

制区小麦—玉米产后减损、技术扩散与综合评

价”课题组骨干、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慧静说。

据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小麦加工

行业的平均出粉率约为 85%，目前这一指标降

到了约 73%。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

2018年全国小麦粉产量达 7303.5万吨，如果将

目前的平均出粉率与 20多年前相比，则一年多

消耗的小麦可达 1400多万吨。

过度加工造成的粮食损失最高可达15%

专家坦言，目前国内粮食加工行业普遍存

在片面追求精度的现象，产品越来越白、制作越

来越精细。“小麦加工行业存在的过度加工现

象，根本原因是消费者倾向于又白又细的小麦

粉。为满足市场需求，粮食加工企业生产品相

好、口感佳的小麦粉，其反映加工精度的粉色麸

星及灰分等指标远高于国家标准。”陶佩君说。

在李再贵看来，一些企业要对粮食进行过

度精加工，主要还是因为精加工的粮食外观、

口感和加工特性更好，能够以更高的价格销

售。比如碾白的大米外观洁白，口感也比较

好；小麦粉去掉糊粉层后更白、更劲道。

然而过度加工不仅会造成粮食数量的损

失，还会导致营养成分的流失。

李慧静介绍，小麦的籽粒结构由外向内可

分为皮层、糊粉层、胚和胚乳 4个部分。营养

物质在小麦籽粒中分布不均衡。皮层、糊粉层

和胚中主要含有纤维素、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矿物质和酚类物质等；胚乳中主要含有淀粉和

蛋白质。过度加工会尽量去除皮层、糊粉层、

胚，将胚乳磨细为粉，因此这种工艺较多地保留

了小麦籽粒中的淀粉和蛋白质，而纤维素、脂

肪、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流失很多，并

且小麦粉加工精度越高，营养物质流失越严重。

李再贵表示，无论是大米还是小麦，其糊

粉层中都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脂肪、膳食

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特别是膳食纤维、矿物

质和维生素等消费者容易摄取不足的营养，在

糊粉层中的含量远高于胚乳，也即大米和小麦

现在常食用的部分。

片面追求精细会导致营养成分流失

如何减少加工时造成的粮食损失，同时又

兼顾营养和口感呢？

“粮食口感、外观的改善和粮食营养与数量

的损失之间存在渐进的对应关系。粮食加工到

一定精度后，其口感和外观的改善已经不够明

显，但营养和数量的损失依然会成比例增加，因

此才有了适度加工这个概念。适度加工就是追

求营养、外观与口感的均衡，防止片面追求外观

和口感而过分提高加工精度。”李再贵说，科学

手段将在其中发挥作用。比如，小麦粉加工时，

可以通过提高出粉率，适当增加面粉中麸皮和

糊粉层的含量，来实现面粉外观、加工特性、营

养与口感的协调统一。小麦麸皮的膳食纤维含

量较高，如果不进行处理直接粉碎后生产全麦

粉，粉碎颗粒较大时容易影响口感，这就需要采

用科学手段，将膳食纤维尽可能粉碎。麸皮中

的微生物含量较高，小麦胚芽的脂肪容易氧化

哈败，需要进行灭菌和灭酶处理，以延长全麦粉

及其制品的保质期，提高市场和消费者对全麦

粉及制品的接受度。对于大米，可以按照不同

的水稻品种，选择适当的抛光工艺与抛光压力，

保留胚芽等富营养部分，这样既不会明显影响

食用品质，又可以提高出米率。当然，保留了胚

芽和部分糊粉层的大米，容易氧化导致品质下

降，所以对贮存和流通条件要求更高。这些都

需要有配套的技术手段来保证。

李慧静补充道，可以调整完善小麦粉加工

工艺，适当减少清粉机和光辊磨粉机的使用

量，较大程度保留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采用旋风涡流分层剥刮、静电场分离等技术可

提取麦麸中的糊粉层，然后回添到小麦粉中制

作糊粉层小麦粉。通过小麦的适度加工以及

副产品的综合利用来降低小麦加工损失。

此外，陶佩君指出，要提高消费者的健康

意识，让其意识到小麦粉不是越白营养越好，

不要片面追求小麦粉的高精度。通过市场需

求倒逼加工企业适度加工。“还要修订国家小

麦粉标准并强制执行。国家小麦粉标准不仅

要有加工精度的最低要求，而且要有加工精度

的最高要求，同时还要考量人体必需营养素种

类及含量。通过国家标准的强制执行来推动

企业适度加工。”陶佩君说。

依靠科学手段减少损失兼顾营养口感

““白细美白细美””的粮食背后的粮食背后
是不必要的损耗和营养流失是不必要的损耗和营养流失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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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里，每个摊位前都挂着一堆塑料

袋，几头蒜装一袋，一把小白菜装一袋，买一趟菜

下来，用上十来个塑料袋很平常；生鲜电商上买

个菜，各种蔬菜被塑料网套、保鲜膜、塑料盒等包

裹得严严实实……

9月 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正式施行，新固废法明确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原

则。各地近来也相继推出了新版“限塑令”。

记者调查发现，从 2008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

“限塑令”至今，一段时间内，不可降解塑料袋的

使用有所减少。但近一两年来，在一些农贸市

场，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出现反弹。同时，外卖、

生鲜电商成为塑料制品使用大户。

管住塑料袋到底难在哪儿

“限塑”12 年塑料制品为何越用越多？相关

专家、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替代品价格高是一个

主要原因。

不让用塑料袋用什么？可生物降解材料被

认为是解决塑料污染的一大利器。但记者调查

发现，受市场规模等影响，目前成本仍较高。中

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

王旺说：“当前还缺乏与一次性塑料制品一样便

利、廉价的替代品。”

据了解，可降解塑料袋的价格是普通塑料袋

的两三倍，到达消费场所价格又会翻一番。

此 外 ，目 前 可 降 解 塑 料 袋 不 耐 用 也 是 难

以推广的原因之一。一些商户反映，可降解

塑料袋质地太软，使用体验远远比不上普通

塑料袋。

业内人士认为，“限塑令”难落实还有一个原

因是执行难，需要相应的执法支持。如果没有严

格的执法，对一些违规使用超薄塑料袋商家缺乏

有效的处理措施，那有偿使用塑料袋只是给商家

增加了收入。

治理塑料污染不能一蹴而就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 20 多个省份相继

发布新的“限塑令”。除了禁止和限制塑料制品

的使用，各地还提出加快推广可替代产品和模式

的应用。记者发现，新版“限塑令”除了减量化要

求，也从设计、生产制造、流通、消费、回收、再生

等方面进行了安排。

业内人士表示，塑料污染成因复杂，相关治

理也并非能一蹴而就，要推动“限塑”取得实效任

重道远。

王旺等认为，首先要加大执法力度，促进政

策落地。

此外，除了塑料包装生产企业外，外卖、快递

平台和产品的销售商都是利益相关者，这些生

产、流通、销售企业以及平台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建议进一步明确、压实相关利益主体责任，以推

动这些企业减少过度包装，积极使用可循环包装

产品和物流配送器具。

要建立消费者约束、激励机制。王旺认为，

要提倡消费者对塑料袋重复利用，尽量使用环保

购物袋。

还有专家建议，通过正向激励方式倡导“绿

色生活”。比如，商家可以通过积分、换购等方

式，鼓励消费者自带杯子装饮品，减少一次性塑

料杯、塑料吸管产生的环境污染。

农贸市场用量反弹，外卖生鲜用量大增

“限塑令”升级能否管住小小塑料袋？
新华社记者 周 颖 关桂峰 黄 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