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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今年以来，不仅肯德基、星巴克等“洋快

餐”不断推出植物肉食品，珍肉、株肉、星期零

等本土创业品牌的植物肉产品也悄然走进餐

厅和酒吧，甚至连中餐馆里都能见到植物肉的

身影。

除了餐厅和酒吧外，大润发、欧尚、盒马鲜生

等超市门店，以及天猫、美团等电商平台上，植物

肉的水饺、春卷和肉饼等速冻食品也已经上架销

售。从“跟风口”“炒概念”到进餐厅、可网购，过

去“只闻其声”的植物肉正逐步走进百姓家。

植物肉是人造肉的一种。业内人士表示，

制作一块美味的植物肉，既要有高品质的原材

料，还要有独特的加工技术。植物肉主要以大

豆、豌豆、小麦等作物中提取的植物蛋白为原

料，采用化学分离的方式，从原材料中提取人

体所需的植物蛋白，还要经过加热、挤压、冷

却、定型等一系列步骤，使其具备动物肉制品

的质地和口感。

“利用植物蛋白制作植物肉生产技术难度

不大，难就难在如何让其拥有与真肉相似的口

感风味及营养成分，将植物肉做成仿真肉，需

要将植物蛋白分子结构重新构成肉类纤维状

分子结构，再通过交联酶、风味蛋白酶的改进

让植物肉具有动物肉的质感、咀嚼感和香味。”

祖名豆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豆制品研究院院长

瞿亮说。

把植物做成肉，形似容易但神似却难

益普索 Ipsos《2020 人造肉中国趋势洞察》

显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86%的消费者已

经或将改变肉制品消费习惯，其中有 21%的消

费者有逐渐用其他蛋白质替代动物肉制品的

想法，而 47%的中国消费者愿意在中式风味的

餐馆中选择植物肉。

植物肉的销售为何会迅速升温？杜邦营

养与生物科技食品与饮料业务（平台）亚太区

总裁李永敬博士说，植物肉的推出是希望满足

消费者既想享受美食保证营养，又担心热量摄

入超标损害健康的需求。

以全球植物性肉类品牌“别样肉客”为例，

据美国农业部网站数据显示，每 100 克植物肉

的肉饼中富含 17克蛋白质，饱和脂肪含量较传

统牛肉馅低 26%，总体脂肪含量更少，无反式

脂肪酸。有数据显示，50%的消费者表示会因

“低脂”而购买植物肉，39%的消费者购买是为

了“无胆固醇”。

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德勤咨询发布的《2020

年健康医疗预测报告》显示，中国高血压患者

有 1.6亿—1.7亿人，高血脂患者近 1亿人，超重

或肥胖症患者 0.7亿—2亿人。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

主任何计国说，大豆所含人体必需氨基酸与肉

类相似，属于优质蛋白质。我国有食用仿荤素

食的传统，而且利用大豆蛋白做成的火腿肠，在

市场上也很受欢迎。从目前我国部分公众的营

养摄入情况看，食用大豆蛋白制成的植物肉，减

少对脂肪等的摄入，对健康有利。

不过，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

学院教授沈立荣也表示，与动物肉相比，植物肉

缺乏维生素 B12、n-3多不饱和脂肪酸、铁、锌等

营养素，因此不能完全不吃动物肉，可以用植物

肉代替部分动物肉，达到营养互补均衡的目的。

对健康有利，但不能完全替代动物肉

本报记者 李 禾

据预测，2019 年全球植物肉市场规模约

121 亿美元，预计每年将以 15%的复合增长率

增长，到 2025年将达到 279亿美元。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王守伟

表示，植物肉行业的发展势头在我国已经初具

规模，但现有的法规标准与产品的创新及行业

发展不相适应，需加快制定相关标准、法规，避

免植物肉领域标准混乱和监管空白，促进产业

良性发展。在创新发展中要加大科技投入，解

决其中尚存的科学技术问题。植物肉为有效

保证未来人类的肉类食品供给提供了可能，也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在公众科普方面，

需要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理性消费。

实际上，植物肉的国标制定已从 2019年启

动，2020年正式立项，但还需经过报批、征求意

见、公布等环节，因此目前尚无出台时间表。

此外，中国植物性食品产业联盟也在牵头进行

植物肉团标的制定。

发展势头强劲，还需加强标准制定和监管

菜篮子、米袋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工程，中国是蔬菜生产大

国，同时也是蔬菜消费大国。

11 月 22 日，在“线上菜篮子·中国优质蔬菜产业发展”研讨会上，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委员、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

认为，将蔬菜的线下生产与线上菜篮子发展相结合，是现代农产品流

通体系里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线上形式把蔬菜快捷、高效、安全地

送到消费者手中，是一种流通新业态，同时可以带动乡村劳动力就

业、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经济融合一体化。

线上线下会撞出怎样的火花

“电商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建立农产品现代化营销体

系，以新模式、新业态和新经验把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在一起，带动

蔬菜生产和产业发展，在扶贫攻坚、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尹成杰说。

山东省寿光市被誉为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市委副书记李永光

说，寿光蔬菜目前拥有 16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定期发布中国寿光蔬

菜价格指数，蔬菜品牌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近年来更专注

于蔬菜产业与电商的深度融合发展，与拼多多联合启动“线上菜博

会”，在拼多多上线寿光蔬菜馆，还与多多大学签约，加速培育蔬菜电

商人才。

“将新电商的新技术、新逻辑、新业态带到中国广大乡村的田间地

头，能够有力助力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拼多多副总裁狄拉克说。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首席专家李清泽认为，山东寿光

等国内蔬菜优势产区与第一大农产品上行平台拼多多，可运用现代

化信息技术手段，加强产品标准化、品牌化的建设，“单品驱动、年年

滚动、各方联动”，走出一条线上线下融合的新路径。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建

议，电商平台可从蔬菜需求特点、蔬菜流通要素出发，结合网络追溯

机制、消费者画像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解决人民群众需求与蔬菜产

区供需不平衡、流通环节质量损耗及由于生产要素不稳定产生的标

准化问题等。

协同各类主体补齐新模式短板

蔬菜产业发展一头是“脚上沾泥”的生产者，另一头是追求性价比

的消费者。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忠在电商平台上做

了关于农产品购买的小调研。他提出，新模式在成长过程中，自然会

产生一些新问题，比如非标化、流通损耗等。那么在这一过程里，蔬

菜生产、流通全供应链上的各方主体有必要协同补足标准化、冷链等

短板。

“在仓储、物流过程中，如何保证最后一公里的配送，保证食物品

质及质量安全，是目前蔬菜流通领域面临的问题之一。”中国农业大

学食品学院原院长、特殊食品研究中心主任罗云波说。对此，国家发

改委农村经济司原司长高俊才建议，在新基建的大形势下，政府和企

业要共同努力，抓好、做强冷链物流建设。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刘富中也建议，在把农村

蔬菜销往城市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建设绿色生产方式、绿色溯源系统

解决当前部分问题，电商平台等流通体系的主体，可与农业农村部的

标准化生产基地、优质农产品基地、出口农产品基地进行对接，让消

费者吃到放心菜、优质菜。同时，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

植物食物与营养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黄家章也建议，电商平台要明

确准入门槛，引导蔬菜产业优质化、营养化。

为做出一盘“好菜”

线下菜园该如何联袂线上菜篮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科技日报讯 （洪恒飞 记者江耘）“把工业经济比作一条龙的话，

仪器仪表行业就是‘龙之眼’。经过快速增长的阶段后，国内仪器仪

表行业今后要强调沉淀、积累，围绕产品精度和可靠性提升创新能

力。”11 月 26 日，在浙江上虞举行的 2020 年仪器仪表产业发展峰会

上，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毛磊如是说。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国仪器仪表已经初步形成产品门类品种

比较齐全，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开发能力的产业体系，已成为亚太地

区除日本以外第二大仪器仪表生产国。2019 年，国内仪器仪表行业

规上企业达 4948 家，主营业务收入 8314.86 亿元，同比增长 6.52%；行

业利润总额 858.32 亿元，同比增长 5.12%。

“仪器仪表行业是制造业和信息化高度结合的行业，也是高新技

术行业发展最典型的行业之一。”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

研究员表示，2020 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正在逐渐恢复，工业基本恢复

到正常生产状态。仪器仪表行业未来要向创新领域迈进，应结合产

业政策导向，与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深度融合。

谈及仪器仪表行业同绿色经济的关联，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社会化

环境监测与运营服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德黔指出，环境监测

是仪器仪表的一大应用板块。“尤其在环境污染事故状态下，仪器仪

表的检测效率关乎决策效率，因此要加强快速分析等技术的研发。

与此同时，‘在线、自动、便携’要成为环保类检测仪器新的标签。”

擦亮工业经济“龙之眼”

仪器仪表行业要走融创之路

进入初冬时节，全国各地的树木纷纷开启

落叶模式。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峰》报道，过去马路上的落叶很快就会被人清

扫。但最近几年，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落叶不扫”

的政策，给公众提供观赏落叶的时间和空间。

多地开启“落叶不扫”模式

11 月 10 日，上海市公布了 2020 年城市落叶

景观道路一览表，13 个区、41 条道路将陆续开

启“落叶不扫”模式。除了上海，在北京、西安、

长春、青岛，也都有“落叶不扫”的做法，让美景

长留。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城市作出“落叶不扫”的

决定呢？从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副

主任陈波的话中，我们可窥得一二。

他指出，实施“落叶不扫”，不去破坏落叶

形成的自然风景，道路铺满各色“地毯”，使其

成为街拍的绚烂背景，彰显了城市的活力与温

度；公众能够体验到更高品质的落叶景致，达

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人文之城建设的

最好注释；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和人民城市的

理念，做到了人人都能有序参与城市治理，人

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城市

温度。

“不扫”比“必扫”难得多

“其实，‘落叶不扫’不是不扫，而是缓扫。

所谓‘落叶不扫’，就是叶落之后，在它还有观

赏价值的时候，不马上将其当垃圾处理掉，而

是让落叶成为景观的一部分。一段时间后，待

它全部干透、观赏价值褪去，再进行清扫。”北

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姚士才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要以为不用马上清理落叶，环卫工人就

会获得暂时的轻松，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的

劳动强度反而增加了。姚士才说，实施“落叶

不扫”，需要环卫工人从落叶中捡拾随同落下

的枯枝和其他垃圾，把好的叶子保留下来。而

且有一些区域，比如北京气候会比较干燥，落

叶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干掉，所以落叶基本保持

一周或 10 天左右，就需要进行补扫。“如果需要

落叶保持更长时间，就要喷水。但是喷水既不

省工也不省力，所以用喷水的方式延缓落叶干

燥的做法较少。大部分地区都是在落叶干透

之 后 ，风 能 刮 起 来 的 时 候 ，将 它 们 及 时 清 扫

掉。”姚士才说。

“因为长江流域降水较多，湿度较大，树叶

落下来后，变干燥的时间相对较长。所以‘落

叶不扫’模式在长江流域兴起较早。北京则是

从 2017 年开始尝试‘落叶不扫’，时间上要稍晚

一些。”姚士才指出，“落叶不扫”也有区域的选

择。“在北京，‘落叶不扫’的大部分区域集中在

公园或较大绿地地块。真正到了马路上，是需

要及时清扫的，因为马路上车流、人流较大，落

叶被车、人辗踩，很容易弄脏，观赏性也不大。”

他说。

是一种更精细化的管理模式

落叶从垃圾变成了城市的装饰，这背后的

变化是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与规划系教授郐艳丽对

媒体表示，中国的城市发展到现阶段，实际上

已经是管理水平、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全面

提升阶段。过去城市管理的首要考虑是安全，

所以落叶全部清扫，最重要的目的是保障不发

生火灾。现在在安全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理

念和方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和管

理，所以美丽又成了中国城市非常重要的主

题。

姚士才指出，“落叶不扫”在城市绿地管理

中，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管理模式。城市化程度

越高，管理就会越精细。为了防止落叶引起火

灾，各地采用了很多的方式，比如，采取更严格

的规定，不允许带明火进入有落叶的地方；或

者在重要的地段，进行喷水，保持落叶湿度。

此外，落叶不仅是一种装饰。“它落在草地

上或者树根下，逐渐腐化之后，会变成一种肥

料。”姚士才说，现在也有很多绿色垃圾处理

站，可以把落叶进行粉碎处理，将其变成肥料，

然后让它回归到绿地。

垃圾变装饰，落叶不扫更考验城市管理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近年来，国内植物肉企业数量迅速增加，

产品类型日益丰富。去年中秋节期间，有商

家推出“人造肉”月饼，今年端午节，天猫推出

人造肉馅的粽子，有五香牛肉味、梅干菜五花

肉味、咖喱牛肉味、黑椒丸子味、海鸭蛋五花

肉味等。11 月 26 日，烟台双塔食品公司在北

京发布了豌豆蛋白植物肉系列新产品，主要

包含牛肉丸、牛肉饼、猪肉饼、鸡块、鸡排、里

脊和香肠等。

尽管如此，目前西餐厅和酒吧仍然是植物

肉最常出现的餐饮场所，植物肉在中餐馆还是

较为少见。这是为什么呢？

业内人士指出，据统计，在美国植物肉

市场，汉堡渠道贡献了超过 80%的销售量，

汉 堡 是 大 多 数 美 国 人 消 费 频 率 较 高 的 产

品。但我国传统的肉类消费场景非常多元，

比如涮火锅、烧烤、卤味、炒菜等，不同的消

费场景需要不同的产品形态，每一个产品形

态对肉质的要求都不一样。涮肉要求薄，要

能经得住涮；烧烤要求有味道，有油脂，经得

住烤；卤肉要看风味和颜色，还要有嚼劲；炒

菜要求能入味，能跟蔬菜融合。我国丰富的

肉类消费场景，对植物肉的要求和期望值更

高，目前植物肉还较难满足所有消费场景的

需求。“从产品形式上来说，植物肉需要生产

更多中式产品，而非照搬国外的汉堡产品。”

李永敬说。

此外，价格依然是植物肉推广的一大重

要阻力。尽管在部分餐厅和电商平台上，植

物肉的价格已经下降到与动物肉相当。比如

德克士推出的植物鸡肉汉堡，上市零售价为

每个 20 元，会员价 15 元，与德克士正常汉堡

售价每个 16—20 元相差不大。但盒马生鲜销

售的“别样肉客”植物蛋白牛肉饼每盒 226 克

售价 59.9 元，而其售卖的冰鲜去皮新鲜猪肉，

300 克售价仅 29.9 元；星巴克的“别样牛肉美

式酸辣大卷”，售价 59 元，比普通真肉卷价格

高出近 50%。

李永敬说，植物肉产品更聚焦于关注饮

食健康、热爱环保、有动物保护意识的消费

人群，消费市场偏高端，不是以“省钱”为目

的的经济型产品。目前，植物肉的生产成本

还是比较高的，如果定位偏离，是很难普及

成功的。

进军中餐馆，形式要多样价格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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