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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以来，滨州中裕食品有限
公司的中谷维锅巴、烧饼、纤维露
等膳食纤维系列新品广受消费者
青睐。该系列产品改变了传统膳
食纤维产品含量低、吸收难、口感
差等缺点，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的
辅助作用，能促进肠胃蠕动，有效
缓解便秘。

中谷维系列产品的工艺和成果
属全国首创，这归功于中裕与江南
大学合作的“小麦麸皮高值化综合
利用及其产业化途径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是从小麦中成功提取出
高品质小麦膳食纤维，科学配制出
高纤维面粉、高纤维挂面、高纤维休
闲系列产品等，利润比普通产品提
升30%以上”。中裕食品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付蕊介绍。

近年来，中裕全力攻坚小麦精
深加工，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
每年投入4亿多元加大研发力度、

精进生产工艺、深化产学研合作，
成功创建了国家小麦加工重点实
验室、国家小麦加工产业技术创
新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
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江南大学等
25个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
关系，在精深加工科技创新上实

现了三个“全国第一”。
其中，在国内率先从小麦麸皮

中提取高品质小麦膳食纤维中试成
功，科学配制的高纤维挂面、面包、
馒头、中谷维粉、纤维露等系列产品
已经上市。在全国第一个从小麦淀
粉中提取出赤藓糖醇，已和青岛帝
勋洋酒、多鲜面包、开味食品等公司

达成合作。在全国第一个从湿面筋
中提取出具有重要康养功能的蛋白
肽，颠覆了从谷朊粉出发的传统小
麦肽制备工艺，市场前景广阔。

截至目前，中裕承担了国家、
省、市科技计划项目38项，取得发
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11项；开展
新型技术研究、产品开发等工作，累
计取得科技成果36项，其中省级以
上科技进步奖3项，市级科技进步
奖11项。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今年3月，
滨州中裕食品有限公司的小麦粉、
挂面、谷朊粉，成功入选首批“好品
山东”品牌。

让小麦加工往深处走，实现一
粒小麦的“全价值利用”，一直是中
裕追求的目标。通过全产业链创
新，中裕加工1吨小麦可实现总价
值9140元左右，几乎是传统加工产
值的2.5倍。

全力攻坚精深加工小麦变成“金”
通过全产业链创新，中裕加工1吨小麦可实现总价值9000余元，是传统

加工产值的2.5倍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子强 通讯员 张现科

中裕全产业链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中裕全力攻坚小麦精深加工中裕全力攻坚小麦精深加工。。

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食用油？
当下，人们更习惯将其与安全、营
养、绿色联系在一起。而甘油二酯在
食用油领域的成功应用，更为国内食
用油赋予了新的健康定义。

食用油过量摄入有困扰
环视全球，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

比中国人更为依赖食用油。据《中国
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
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平均
每天烹调油摄入量达42.1克，远超
世界人均食用油消费平均值27kg。

然而，油脂赋予了食物焦香油
润的口感，也为人们带来了因甘油
三酯（食用油中甘油三酯含量大于
95%）摄入过量而诱发的健康困
扰。通过科学工艺赋予食用油新
的健康属性，就显得势在必行。

甘油二酯，减“酯”更
健康

甘油二酯，一种微量存于植物
油中的珍贵油脂。作为一种公认安
全的食品成分，虽然比甘油三酯少
一“酯”，却更为契合当下国民健康
生活需求。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金青哲研究发现，由于在结构上
缺少一个脂肪酸，甘油二酯在经小肠粘
膜细胞消化吸收后，无法合成甘油三酯
结构进入血液，而是由号称“细胞发电
站”的线粒体代谢供能，不仅不会在体
内积累脂肪，还会燃烧多余脂肪。这
就是甘油二酯广受业界关注的原因。

甘油二酯食用油的绿
色制备技术

甘油二酯虽然广泛存在于天然
动植物油脂当中，但在天然食用油
脂中含量尚不足10%。众多临床数
据表明，甘油二酯含量达27.3%以
上，方可对人体健康发挥积极作
用。因此，如何安全高效提升天然
食用油脂中的甘油二酯成分，促成
食用油中甘油三酯到甘油二酯的转
化，成为国内外业界专家学者们热
衷钻研的重要课题之一。

区别于日本及欧美国家的化学
法制备技术，多年来，国内专家学者
及资深从业者转而研究更为绿色健
康安全的生物酶促反应制备法，通
过对生产过程中温度、时间、压力等
关键技术指标的精准把控，全力实
现甘油二酯在食用油的成功应用和
批量生产。

长寿花食品历时六年攻克甘油

二酯食用油绿色生产工艺技术，成
功上市新一代甘油二酯健康食用油
系列产品，为国民餐桌带来不一样
的健康新选择。

作为国内高端粮油企业标杆，
长寿花食品长期聚焦高端粮油绿
色营养技术研究，有效带动国内粮
油制取工艺及安全营养品质跃升，
此前已先后创新推出长寿花金胚
玉米油、高谷维稻米油、浓香玉米
油、零反式脂肪高养玉米油等系列
高端健康产品，并在业界及消费者
群体中屡获赞誉口碑，获评全国绿
色食品示范企业、“中国好粮油”示
范企业、中国粮油领军企业、社会责
任领军企业、消费者最喜爱的食品
品牌等荣誉称号，以高标准生产、
高品质服务呵护中国亿万厨房健
康安全，筑牢国家粮安工程根基。

甘油二酯让健康食用油有了新定义
长寿花食品长期聚焦高端粮油绿色营养技术研究，有效带动国内粮油制

取工艺及安全营养品质跃升

“这茬平菇基本采摘完了，4个大棚
每天出菇150公斤，当前平菇市场价每公
斤在3元左右。年底前后是出菇旺季，13
个蘑菇大棚将全部启用。”近日，在无棣
县碣石山镇坡宋村蘑菇大棚种植区内，
高树义边忙着采摘蘑菇边向笔者介绍。

据悉，高树义经营蘑菇大棚已有6个
年头，目前经营着13个蘑菇大棚，村里有
20余人在他的蘑菇大棚里打工，并且全
部是60岁左右的老人或贫困户，每人每
天收入 60 元至 80 元不等。高树义在有
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同时，还有
力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滨州日
报/滨州网通讯员 杨景成 高士东 摄影）

小蘑菇种出增收大文章增收大文章

邹平市近八成耕地
建成高标准农田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该市高标准农
田高效节水工作

11 月 26 日，无棣县融媒体中
心派驻碣石山镇大山西村第一书
记刘涛和群众在村南德惠新河畔
为小麦冬灌。

近年来，无棣县碣石山镇高度
重视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先后斥资

千万元，修建电灌站27处，农业耕
作区实现了集中灌溉、精量用水，
保证了冬灌工作顺利实施。时下，
该镇 4 万亩麦田冬灌即将进入尾
声。（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高
士东 杨景成 摄影）

小麦冬灌正当时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李岩超 报道）沾化区海防办
事处造纸原料场种植着1.2万亩芦
苇，往年到了秋冬时节，芦穗婆娑
起舞，苇絮如雪满天飞，绵延数十
里，而今年却不见这种场景。

其原因是沾化区海防办事处
积极探索芦苇青储饲料化技术，实
现了产、销、加工一体化，最大化发
挥芦苇价值，提升利润空间，改变
芦苇市场日趋低靡的窘况，使盐碱
地变成了“淘金田”，废秸秆变身

“致富棒”。
芦苇中营养丰富,结实时水分

7.52%、粗蛋白质 9.52%，粗脂肪
1.62%、粗纤维26.92% 、无氮浸出
物38.02%，营养成分好于其他秸
秆。青芦苇中还含有各种氮基酸
和维生素类。青芦苇经发酵后，所
含淀粉、蛋白质和纤维素等有机物

降解为单糖、双糖、氨基酸及微量
元素等，促使饲料变软、变香而更
加适口，使那些不易被动物吸收利
用的粗纤维转化成能被动物吸收
的营养物质，提高了动物对粗纤维
的消化、吸收和利用率，制作饲料
效果更佳。

2022年以来，沾化区海防办
事处探索新模式实现规模种植，
实施“承包户+企业+订单”运作
模式，帮助企业自身锁定资源的
同时，稳定了承包户的收入和心
理预期；采用新手段保障农业生
产，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机
制，成立苇场灭蝗技术服务队，
最大程度减少农作物受自然灾害
影响。确保了农产品产量和品质
达到市场需求，使农业发展迈上
了新台阶，经济生态效益实现了
双丰收。

沾化区海防办事处：

盐碱地变成“淘金田”
废秸秆变身“致富棒”

今年滨州96艘渔船获“毛虾专捕”资格
专捕期间，总交易额2900万元，船均增加收入14万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
子强 通讯员 阮琛琛 报道）我市妥
善解决海洋伏季休渔与捕捞渔民生
计矛盾问题，全力争取农业农村部
支持，今年全市96艘渔船获得毛虾
捕捞资格并顺利完成专捕生产。

自我加压谋划，市县
两级海洋渔业主管部门紧
密开展申报工作

滨州濒临渤海，每年伏季休渔
期正是毛虾长成收获季。为杜绝资
源浪费，保障渔民收入，市县两级海
洋渔业主管部门成立专捕工作领导
小组，从1月份开始启动专项捕捞
申报工作。

领导小组先后组织召开专项调
研、座谈交流、工作部署会议6次，
广泛征求渔民代表、渔业协会、专业
合作社意见建议，研究确定作业区
域、生产渔具、作业时间、渔船数量，
克服疫情困难，积极组织线上视频

会议，完成申请材料专家论证。
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支

队长王建永介绍：“实现毛虾专捕助
力渔民增收是我们近十年来的心
愿，今年市县两级海洋渔业部门以
深入落实‘山东走在前，滨州怎么办
’解放思想大讨论和‘在滨州、知滨
州、爱滨州、建滨州’主题实践活动
为契机，全力推动‘毛虾专捕’渔民
增收行动，获批船只数量达到全省
总量的94%。”

据统计，专捕期间全市共捕捞毛
虾1192吨、海蜇2080吨，总交易额
2900万元，船均增加收入14万元。

强化巡查监管，专捕生
产期间海上秩序安全稳定

为确保专捕期间海上生产秩
序稳定，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印
发了《2022 年毛虾专项捕捞管理
工作实施方案》，制定了渔获物定
点上岸、渔船进出港报告和登记、

毛虾限额捕捞、生产船观察员和
渔获物日报5项制度，细化管控措
施，在沾化区、无棣县组织所有参
捕渔船船东、船长开展培训、签订
承诺书。

我市结合伏季休渔执法行动，
强化海陆联动，对专捕渔船严格巡
查监管，省市县出动5艘渔政执法
船、49人次、航程1100余海里对专
捕渔船实行伴航式执法，对所有专
捕渔船每次出港生产实行重新检
验、落实渔获物定点上岸制度。

专捕生产期间，针对突发情况，
我市严格执行紧急熔断机制，保障
所有渔船海上安全、规范作业。其
中，6月21日，对发现的兼捕率超标
问题，紧急召回所有参捕渔船停产
回港；发布大风黄色以上预警信息
20期，实施禁航限航21次，紧急召
回渔船189艘次；6月份，因大风等
恶劣天气熔断专捕作业7天。

健全长效机制，对全市
812艘渔船实行“一船一
册”“一人一档”“一周一查”

我市对海洋捕捞渔船疏堵结
合、标本兼治，不断健全完善渔船管
控长效机制，切实结合海洋伏季休
渔、涉渔综合整治、毛虾专项捕捞工
作的开展，全面落实《海洋渔船管控
四级包保责任制》，不断提升渔船技
防水平，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应
急演练。

截至目前，全市已对具备作业
能力的812艘渔船实行“一船一册”

“一人一档”“一周一查”，安装完成
681套防拆卸北斗示位仪，渔船船
位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控。建设海上

“蓝色救护驿站”，培训渔民“救护
员”110人，配发急救药箱110套。
成功举办了山东省渔业防台风应急
演练，全省7个沿海市、27个县区海
洋渔业部门现场观摩，为保障海区
渔区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子强 通讯员 冯涛 赵德坤 报
道）邹平市紧紧围绕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目前已完成项目55个，总投

资10.15亿元，建成面积75.23万亩，
占94.37万亩总耕地面积的79%。
11月8日，央视《新闻联播》对邹平
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工作进行了

报道。

组织领导、项目推进和资金保障“三到位”
邹平市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作列入市“1+9+N”重点项目和民
生实事工程，统筹农业农村、水利、
财政等多个部门，集聚资源要素，撬
动社会资本，切实做到组织领导、
项目推进和资金保障“三到位”。

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该市
坚持规划引领，优先选择永久基本
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确保整体推进、连
片建设、规模开发；以镇街为单位
实行专班制度，坚持周例会、周调
度，及时跟进项目建设；在以喷灌
区为主的明集镇、魏桥镇，各村集

体和新型经营主体自主申请对田
间道路、灌溉设备进行提质改造，
大大提高了建设标准。

邹平市充分挖掘高标准农田
新增耕地资源，通过连片治理、平
整土地等途径实现耕地资源合理
溢出，2022年完成4个项目区新
增耕地131.87亩，市财政按照每
亩18万元标准集中调剂占补平衡
指标，其中，6万元用于提高高标
准农田建设投资标准，2万元补助
直接给镇街统筹使用，10万元由
市级统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乡
村振兴，实现了资源换资金。

项目主管部门、镇街、监理、项目村、农民监督员
“五位一体”严把工程质量

邹平市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
质量关，在项目设计环节，通过公
开招投标，择优选择设计单位，由
设计单位会同镇、村干部和村民
代表对拟建工程逐项进行实地勘
察测量，再进行反复论证、广泛征
求民意和相关部门评审，力求做
到项目设计科学、精准、切合实
际。在做好工程质量监理工作
上，通过公开招投标择优选择专
业监理单位，明确监理权利和义
务，对项目工程进行全程跟踪监

理，建立了项目主管部门、镇街、监
理、项目村、农民监督员“五位一
体”的项目监督机制。

该市创新高标准农田+保险
机制，投资50万元开展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险试点工作，对
2021年 15万亩高标准农田提供
工程质量的潜在缺陷保险风险化
解方案，并对高标准农田的建后管
护和自然灾害与意外事故化解提
供了创新解决方案，实现了建设及
后期损毁的风险兜底。

建成智慧化典型示范区，比传统灌溉方式节约
30%-50%

邹平市在做好高标准农田路、
桥、涵、闸建设基础上，重点建设管
道灌溉、喷滴灌等高效节水设施，
并通过发挥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作
用，建成了节能提效、大数据监测、
自动分析、提供方案的明集镇智慧
化典型示范区，实现比传统灌溉方
式节约30-50%，大大提高了示范
区村集体和农民的收入。

目前，明集镇典型示范区拥有
指针式喷灌机69台，覆盖农田面
积6000亩；建设农田气候土壤墒

情主站8台、子站30台。该镇农
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将农业
生产、经营和服务融为一体，联合
高校、设计院共同建成4个新品种
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配备无人机
40余台、大型农机具100余台套，建
成3家日烘干能力达到600吨的粮
食烘干中心，采用统一种植计划、统
一科技培训、统一农资配送、统一病
虫防治、统一农机作业、统一收储加
工、统一财务结算的“七统一"模式
全程、全方位服务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