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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下，外

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

素激增，消费市场持续

低迷，而深耕坚果炒货

行业的洽洽积极发挥主

观能动性，瓜子业务继

续保持增长，第二曲线

坚果业务也稳中有进。

在今年三八妇女节之

际，我们有幸邀请到洽

洽食品副董事长——陈

奇，与我们分享，后疫

情时代下，坚果炒货企

业如何走好发展之路。

陈奇向我们介绍到，受疫情冲击，过去一整年，大宗

商品、物流成本持续上涨，各行各业面临压力，不少坚果

企业陷入了增收不增利的发展困局。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身处坚果赛

道的广大同仁们应以此契机，坚持长期主义，加强“内功”

修炼，投身到坚果炒货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常青事

业之中：

加强“内功”修炼，建立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打铁还需自身硬。步入后疫情时代，疤痕效应在坚果

市场上显现，消费者更加青睐高性价比产品，需求也朝着

更加多元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企业亟需在适应需求端

变化与自身可持续发展之间建立平衡，坚果企业面临“内

功”考验。

多年以来，洽洽始终坚持从源头种植、生产、加工、

包装、运输，到消费者端的全产业链模式，层层把控品质

的同时，促进各项资源的高效配置，以更可控的成本、更

高效的触达，将安全、新鲜、美味的坚果产品交付到消费

者手中。洽洽不断淬炼内功，在充满变数的大环境中寻找

自身的确定性，为下一阶段的设备升级、技术迭代、产品

精进蓄势赋能，从而源源不断的为市场提供更加多元化、

品质化、差异化的坚果产品，建立起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

良性循环。

坚持长期主义，不忘使命与担当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产业发展和生态

保护良性循环一直是各行业积极探索的发展新路径。研究

表明，植物性饮食是对地球最有利的饮食结构，拥有更少

的土地使用、更低的资源消耗、更少的碳足迹等天然优势，

不仅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加的营养需求，还兼顾降低环境

影响，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前消费者端也显示出食

用更多植物性食品的趋势，这意味着我们坚果行业蕴藏着

巨大的上升空间。

从一粒种子到成熟的坚果，需要经历长达几年的磨砺

与洗礼。目前我国的坚果人均消费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

存在很大差距，“每天一把坚果瓜子有益健康”的膳食营

养理念也尚未建立起全民认知，坚果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

开展坚果品类教育，培养消费者日常补充坚果的饮食习惯

任重而道远。

路虽远，行则将至。我们坚果炒货人之间应在更广阔

的领域，建立更加开放协同的合作关系，头部企业也有责

任分享成功经验，导入有效资源，把劲往一处使，拧成一

股绳，共同为行业蓬勃发展添砖加瓦：一方面，我们要对

标国际领先企业，强化“内功”修炼，通过技术提升和创新，

提高效率和品质，提升精细化运营能力，体系化培养人才，

引领行业完成结构性升级，努力实现提质增效。另一方面，

坚持长期主义，对标行业发展需求，着力打造坚果品类宣

传教育主阵地，刺激坚果市场需求扩增的同时，专注企业

环境、社会、治理绩效，共同推进行业迈向绿色化、健康

化发展新进程。

广大同仁们，拼搏与进取才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如今

我们正处在一条光明大道上，道阻且长，全体坚果炒货人应

有远见，有耐心，有干劲，顺应时代要求，紧抓“树立大食观”

的新时代机遇，砥砺前行，创新突破，引领行业走向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让我们凝心聚力，携手共进，共同为坚果炒货

行业的璀璨明天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编者之声
Editor Voice

坚持长期主义，强化“内功”修炼
我协会执行会长、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陈奇

三八妇女节专栏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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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心情驿站

今年的2月14日情人节是在协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过的，我为每位协会的小伙伴准备了鲜花，蛋糕和巧克力，协
会的小伙伴也准备了鲜花和奶茶，在一个有爱的日子里，和一群友爱的人们一起吃蛋糕、巧克力，喝下午茶（奶
茶），心里暖洋洋的！纪念这个天下有情人共度的节日！其实每个节日不是为了礼物和鲜花，而是为了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爱与被爱！

陈 鹂

张 蕾

师傅说过：“个小不拉架，人穷不说理，没钱不入众，言轻莫劝人，力微不负重，遭难莫寻亲，苦尽甘来时，再讲
来时路！”成年人的世界里，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熬事事熬，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愿你我在奔波的路
上，保持热爱，用十分的努力，打败每一个糟糕的日子。

在这世间，小成靠勤，中成靠智，大成靠德，最终成为道。勤奋的人，是一个永远在努力的人，无论处于什么环
境，处于什么位置，只要坚持勤奋努力，一定会小有成就。而如果想获得中等成功，光有勤奋是不够的，还要有知识、
经验，并且懂得规则。一个人即使再勤奋，如果不懂市场，你只会局限于小小的成功。大成之人，作为行业和社会的领
航者，需要带领团队走向更大的成功，他的个人能力、勤奋与学识固然重要，但品德修养更是重要。中国有句古话“厚
德载物”，要服人心统领大局，为德者居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终成之人，还需天道眷顾。

张淑芳

最近大家谈论最多的，可能就是气球、不明飞行物和ChatGPT。说到ChatGPT这个新概念，被誉为人工智能发展
的一个里程碑，可以帮人类做很多事情，甚至比人工做的还好，因为很多工种要被ChatGPT所取代，导致大批人要失
业。说实话，真与假，会不会被取代，还需要时间去验证。现在Chat GPT被吹上天了，那就不妨让它在天上多飞会
儿。低端一直在被取代，高端始终很难，难就难在创造性，所以不管什么职业，只要具有创造力，那么很难被取代，人
工智能的创造者也是人类自己。所以与其杞人忧天的去琢磨会不会被取代，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情。

杨 倩

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已经到来，2023新的开始，美好的生活正等着我们去奋斗，愿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能够继续经受住考验，克服困难，打造一份不一样的天空! 同时，在此，衷心祝福大家：新年大吉！身体健
康！万事如意！

谢陶佳

二月下小雪，气温骤降。我和家人商量周末一起去滑雪，早起出发，开车走备战路进山，山路上下起伏、车
辆行驶在山峰之间，雪花绵密的飘落在车窗上，放眼看去，山峰像似被披了一层白色外衣。很多小孩子对雪情有
独钟，毕竟一年当中很少看到雪景。我和孩子去初级雪道玩，小孩子因为是初学，没有任何经验，我便担任起他
的教练，先是讲理论，划重点，做示范。我的示范是惨不忍睹。充分的向孩子展现了一位中年老父又菜又爱玩的
性格。开始我扶着他，又去缓坡看着他练习，在他身边保护他，看着他能够克服心理的恐惧，慢慢的熟练起来。
我也希望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去历练、去成长，加油，奥里给！

翁洋洋

鱼那么信任水，水却煮了鱼,
树叶那么信任风，风却把它吹落,
我那么爱你，你却伤害了我,
后来才明白，煮鱼的不是水而是火！
吹落树叶的不是风而是季节！

伤害我的也不是你，而是我的执念！
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千重不易,
再回首顿悟世间万象,都因心而发,因心而生！
我心祈愿:
今春四月合肥展会天佑人和——如心如意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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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塑习惯

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

的，不是情商智商，而是一个好习惯。

如果你的生活长期被坏习惯占

据，就会封闭于狭窄的天地，日渐颓

废。反之，如果你不断改正不良的习

惯，保持空杯心态，探索新的领域，

就有机会看见新的风景，收获另一种

精彩。

想要改变人生，就先重塑自己的

习惯吧。坚持做让自己变好的事情，

比如读书、早起、锻炼……重塑的过

程可能会让你不舒服，但只要你愿努

力、肯坚持，就有可能破茧成蝶。当

优秀成为一种习惯时，成功便自然而

然地来了。

2
重塑能力

这个时代的变化远比我们想象的

快。我们只有不断重塑自己的能力，

才能在面对变化时游刃有余。

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一

部分是由我们自身的能力决定的。有

的人不想升级自己的能力，喜欢躺在

自己的舒适区。但是如果放任自己长

久地沉溺于此，就会固步自封，失去

自我价值感。

想要有所长进，就要不断突破自

己的舒适区。一个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不断发掘自己新的可能、提升自身的

竞争力，终有一日，你能解锁更加闪

闪发光的人生。

重塑自己
一个人了不起的能力

3
重塑心态

日子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

天，就看你怎么过。事事挑剔、处处

较劲，容易让自己不自觉就被各种坏

情绪牵着走。懂得放下过往、重塑心

态，才能开启崭新的生活。

面对他人的小错误，少一分计较

与苛责，多一分宽容与理解。对人宽

容，也是对自己宽心。面对过去的失

败，既然无法改变，那就释然以待，

然后重新出发。风雨过后，阳光总会

如约而至。

所以，无论今天遇到什么难题，

都别让自己太过焦虑。微笑着积极地

去面对吧，不负自己、不负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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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健康

83  常吃核桃 5大好处将慢慢靠近

84  榛子的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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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Information

58   Meiya Optoelectronics has been listed in the top 100 invention 
       patents in Anhui Province for eight years in succession
58   Xu Jianxing, chairman of Sanpangdan, was elect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58   Qiaqia Food won many honors at the 20th China Food
        Safety Conference
58   Bestore plans to open 1000 new stores in 2023
58   Yaoshengji Food won the title of National Key Forestry
        Leading Enterprise
59   Chen Wei, Secretary of Feixi County Party Committee, Hefei City,
        Anhui Province, and the leading group visited the Sino-Optical
       Corporation for investigation 

Window of the world

60  Indian sunflower seed oil imports will rise to a record level
      in January
60  For the first 5 months of 2022/23 MY, the Kazakhstan
      sunflower seed export has already exceeded last year's
      Volumes
60  Iran ranks among the world's major produce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60  The Republic of Buryatia, Russia has shipped the first batch
      of pine nuts in 2023 to China
60  The global sunflower seed export will hit a record high
      in 2022/23

Association work

62  Invite to Attend 2023 the 16th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Dried Fruit Food Exhibition  & Fair for Purchase and Supplys
67  Our Association was invited to attend a video conference with
      the Almond Board of California 

Business management

68  How to do Tiktok operation for nuts and roasted
      seeds enterprises
69  The “Family Culture” of Laiyifen has become a “Booster”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70  Digitalized Development of Retail：Wolong Food actively
      embraces new trends 

Laws and regulations

72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Determination of sulfur 
      dioxide in foods

Nutrition and Health

83  Nutritional value of hazelnut
84  Eating walnuts often will slowly gain five benefits

Voice of Editor

03  Adhere to long-term principle and strengthen " internal 
      capacity " cultivation
      Chen Qi,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Association and
      Vice Chairman of Qiaqia Food Co., Ltd 

06 Soul Station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Experience the life

07  Super Powers You Have: Re-Create Yourself 

Hot Spots

12  Five new highlights of 2023 the 16th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Dried Fruit Food Exhibition will help the whole industry
      move towards a new journey! 

Industrial Economy

15  The Nuts and Roasted Seeds Foods industry advocates
      freshness and health in the post-COVID-19 era

3.8 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 (March 8)

16  The fragrance of Sunflower sharpens from your heart:Salute 
      to remarkable woman in sunflower industry
17  She was a reassuring person: Xu Xuemei from Sanpangdan
18  She was a perseverance person: Feng Shuzhen from
      Sanpangdan
19  She was a serious person: Pan Lijun from Sanpangdan
20  She was a attentive person: Men Chunxiang from Sanpangdan
21  She was a caring person: Yang Peiying from Sanpangdan

Expert Perspective

22  Industry Insight Report for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 2022
31  Round Table of Macadamia nut
33  Analysis and Forecast Report of Raisin Raw Materials 
      and Products
40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Report on Raw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f Pecan in 2021-2022

Industrial chain

Market        49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information 
Product        50  Be&Cheery launched Cucumber-flavored
                             macadamia nuts
Equipment        51  Full-automatic vacuum flavoring equipment
                                    for peanut and melon seeds 
Accessories     52  New initiatives to Safe and fresh of 
                                   Qiaqia Food——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ouble-effect 
                                  Oxygen Absorber
Raw 53   Small hazelnut interlinking big industry, 
                       small nut makes big brand
Plant  54   Breeding of a new hybrid sunflower variety "S3658"
                       with high quality, short stem and high 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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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3’第十六届中国坚果炒

货干果果干食品展览会暨采供大会

（CNE）（以下简称“中国坚果炒

货、干果果干食品展”）将于2023年

4月20日—22日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作为中外坚果炒货食品行

业展览规模最大、参展企业最多、影

五大新亮点 
2023第十六届坚果炒货

干果果干食品展 
助力全行业迈向新征程

响力最广的品牌盛会，本届展会在借

鉴历届成功办展经验的基础上，着力

在“规模更大、质量更优、创新更

强、层次更高、成效更好”等方面上

下功夫，助力全行业迈向新征程！那

么本届展会在创新办展方面会有哪些

突破呢？小编就此做了一番梳理。

亮点一：规模更大超历届
6大专业展馆，12大主题展
区，近7万平展览面积

全产业链覆盖，引领发展新趋势

自2006年以来，中国坚果炒货、

干果果干食品展历时十多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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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千平的小场馆成长为数万平的大

展览。本届展会共设6个专业展馆，

12大主题展区，展览展示面积近7万

平方米，覆盖坚果炒货干果果干全产

业链各环节相关企业，包括坚果炒

货、干果果干食品馆；配料及包装设

备馆；包装解决方案馆；色选与配套

设备馆以及加工设备馆，并新增节令

食品、植物香辛料调味品展区。

本届展会同期将举办中国粽子文

化节暨节令食品展览会，将坚果炒货

与节令食品相结合，积极指导加工企

业实现跨界合作，重复利用展会平台

不断碰撞出思维火花，实现产业链对

接带来的无限潜能，引领行业发展新

趋势。

亮点二：展品更多更丰富
1000+参展企业，上万款展品
行业龙头齐聚，新品爆款荟萃

作为一个集产品展示、专业交

流、洽谈订货、参观考察于一体的贸

易、学习交流大平台，展会以产业链

的核心——坚果炒货品牌商为重点，

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知名品牌如洽

洽、三只松鼠等在内的400+坚果炒货

食品企业参展。此外，全产业链上的

机械设备、添加剂、包材等500+企业

也争相在展会亮相，为大家带来最新

的产品、技术及设备。

展会现场更是汇集全产业链超

万款产品，包括坚果炒货、干果果

干食品，以及关联的加工设备、添

加剂、配料、包装包材等。新品、

优品、热销品竞相登场，门类品种

更多更齐全，将为观众奉献一场高

质量的行业盛宴！

亮点三：国际化程度更高
立足中国，辐射全球
助推产业国际化进程，共享全
球发展机遇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坚果炒货食品

生产与消费国，也是世界坚果炒货经

济增长的贡献者、受益者。作为坚果

炒货、干果果干领域国际化品牌展，

本届展会扩大邀请了全球坚果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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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及国外有关协会、机构和企业

驻中国代表处参展参会, 目前已有美

国、越南、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为国内外

坚果企业交流、贸易架起了桥梁，将

为中国坚果炒货行业带来新的勃勃生

机和源源不断的机遇，也为中国坚果

炒货行业走向世界，立于世界之林作

出新的贡献！

亮点四：交易业绩更高效
6万+专业买家，聚力行业全渠
道营销
精准对接，一站式采供大平台

中国坚果炒货、干果果干食品

展作为全球坚果炒货干果果干行业

全产业链+供应链“一站式”采供解

决平台，积极为企业交流合作牵线

搭桥，将品牌方、团购平台、带货机

构、采购商等各大头部机构和各大渠

道方集聚一堂，“人”与“货”面对

面交流，让采供精准对接，为全渠道

营商、供应链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和未来。届时，预计将有国内21个省

市以及国外采购商，将汇聚全球6万

+坚果炒货全渠道营商及线上线下将

超过30万行业同仁参加，包含众多专

业观众群体，其中有各类食品经销代

理商、电商平台、商超卖场、连锁加

盟机构、社区团购平台、MCN机构

等。不管是找市场找产品、找原料找

辅料、还是找包装找设备，在这里都

可以完成“一站式”选购，体验最高

效的供需采购服务。

另外，借助坚果炒货展会网、微

信订阅号，视频号、小程序、抖音以

及第三方线上渠道，通过现场直播、

互动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参展企业风

采，为展商供需配对、对接洽谈、交

流合作提供24x365全天候服务，打造

永不落幕的中国坚果炒货、干果果干

食品展会平台。

亮点五：信息发布更权威
40+细分领域会议论坛活动
聚焦行业 共谋发展

为更好地满足全球产业链同行展

会期间互相学习、全球行业信息的传

播，本届展会期间将组织行业专家、

企业大咖等齐聚一堂，举办包括中外

坚果籽类原料分析预测报告会、全国

坚果炒货行业经济运行发布会、中外

坚果炒货干果果干市场分析预测报告

暨全渠道营商大会、全国坚果炒货干

果果干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推广

发布会等在内的40多场次线下线上同

步的各类行业会议活动，将为全球同

仁们提供一个专业化的数据权威、信

息精准、受众人群宽泛的高质量学习

交流分享平台。

找市场 找产品

找原料 找辅料

找包装 找设备

全产业链供应链“一站式”采供

大平台

今年4月，期待与您不见不散！



产业经济INDUSTRIAL ECONOMY

2023·03 17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后疫情时代坚果炒货食品
更崇尚新鲜、健康

坚果炒货 1.0 时代诞生了以洽洽

为代表的商超炒货品牌， 2.0 时代诞

生了以三只松鼠为代表的靠电商驱动

的炒货品牌。

如今坚果炒货 3.0 时代已到来，

更加强调新鲜、健康，更注重消费者

的现场体验，因此以线下门店为经营

单元，以新鲜现制为产品氛围，让消

费者享受 " 新鲜零食 " 热气腾腾的

烟火气息。

兜兜转转半个世纪，坚果炒货从

炒货摊到商超再到互联网，最后又流

转回了坚果炒货店，但如今的坚果炒

货店也不似从前，规模化、连锁化、

品牌化是这一时期的标志。

近些年，坚果炒货店纷纷开启了品

牌化转型之路，伴随着门店升级，传统

的坚果炒货店重新回归消费者视线。

以薛记炒货、熊猫沫沫所代表的

零食3.0时代，更加强调新鲜、健康，

更注重消费者的现场体验，因此以线

下门店为经营单元，以新鲜现制为产

品氛围，让消费者享受“新鲜零食”

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

相较于零食很忙、来伊份等塑封

袋装零食，薛记炒货、熊猫沫沫采取

散装称重的

方式，“去包

装袋”的陈设

方式，使得新

鲜现制的产

品特色和门

店氛围向消

费者传递得

更加透彻。

在 熊 猫

沫沫的大部

分门店内，都

有两台炒货机，如两大护法般伫立左

右，旋转不休。这两台忙着翻炒坚果

炒货的机器，可以让消费者和“新鲜

现炒”零距离，闻着炒货的香味，直

接感知到“现制”零食的美味。

新模式：0 加盟费的“新式”
加盟带动门店快速扩张

熊猫沫沫创业至今，刚刚一年的

时间，但门店扩张速度喜人，目前签

约总数已经超过 100 家。这得益于创

始团队独到的加盟战略。熊猫沫沫创

始团队注意到，尽管坚果炒货赛道已

经诞生了薛记炒货这样的连锁品牌，

但整体市场仍十分分散，在下沉市场

多为无牌“素店”。而创立小成本品

牌店，为无数的夫妻老婆零食店进行

品牌赋能，是洞悉到的战略机遇。

本着这一市场策略，3.0 时代的

坚果炒货企业已经跑出清晰的门店模

型：单店面积 40 ～ 60 平方米，客单

价 30-40 元，员工 3-4 人，单店投入

30 万元左右，月营业额在 30 万 -50

万元，回本周期 4-8 个月。值得关注

的是，即便是在下沉城市的社区小店，

也有部分做到营收日均 2 万以上，对

于小加盟商而言，是个投入小、回本

快的好生意。

不仅门店模型轻快，还可以免收

加盟费，改之以收取每月流水的 3%。

这就意味着门店的合作伙伴拥有双重

利好：一是开店启动资金更低，二是

品牌方把利益和经营结果绑定，双方

成为利益共同体、运营协同者。

3.0 时代的坚果炒货企业团队还

可以精简 SKU，将其严格控制在 100

以内，远远低于同行普遍的 200-300

个 SKU，从而确保有带宽把每个产品

的质量都打磨到位，也让供应链更加

便于管理。

新战略：面向传统包装零食赛
道射出一道“强光”

3.0 时代的坚果炒货企业这一套

商业战略总结出来就是 “利基战略”，

即坚果炒货中小企业为了避免与强大

的竞争对手发生正面冲突，从而选取

对手忽略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

对手力量薄弱的、又有一定获利基础

的细分市场作为目标市场的竞争战略。

具体到坚果炒货赛道，尽管该赛

道已经出现上市公司，但“巨人的阴影”

仍十分明显：传统坚果炒货品牌主营

的都是包装、长保的食品，这在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规模化和标准化，但对

于消费者而言，包装、长保意味着不

够新鲜，不能够在满足消费者对于健

康的需求。因此，坚果炒货 3.0 时代

主打新鲜零食，符合当下消费升级的

趋势，也解决了消费者在追求口味的

同时，又兼具了健康属性，是传统零

食连锁品牌所不具备的，并且是无法

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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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无数巾帼英雄向世界展现了女性的力量。放眼向日葵产业，更离不开女性从

业者上善若水的坚韧力量。

在三八女神节来临前夕，我们采访了来自三胖蛋的五位杰出女性。她们各自身上的闪光

点汇合在一起，共同撑起了“高品质大瓜子三胖蛋”的女性半边天。

让我们一起走进她们的故事——

徐雪梅 冯树珍

门春香

潘丽君

杨沛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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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梅是三胖蛋生产运营管理人。众所周知，三胖蛋

产品生产线一直以严苛著称，219道工序层层把关，环节多，

链条长，尤其需要严谨认真细致的品控管理人来做主帅。

在工作中，她严苛认真，让人放心。生活中的她率真

坦荡，直爽的性格是她独属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在生产线

上工作过的员工曾说，遇到难题的时候，看到她就会觉得

踏实放心，徐雪梅总是能在大体量的工艺流程中细节化地

梳理并解决问题。生活中她乐于接受新知识、拥抱变化、

自我反思，是每一天都在进步的职场俏佳“仁”。

近些年随着三胖蛋企业的发展，高品质瓜子三胖蛋从

内蒙古走向全国，面对供应链10多倍增长带来的体量增加，

她只说了一个字：扛。

扛，是女性的力量。女性的肩膀可以扛住压力，扛住

变动，扛住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一切变革。徐雪梅

带领大家加班加点，不断突破产业极限，从不给自己找理由，

永远把承接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控产品高品质的前提下保

证产品供应。

回忆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情，她说：“徐建兴董事

长的格局对我的职业价值观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找准

方向不跑偏，以仁为本，以人为先。这份力量可以惠及到

下属，惠及到产业，也会惠及到自身。”

一个人在职场中最大的魅力在于不需要监督也能自觉

拿出最好品质，坚守底线踏实认真去做事。一个客观、真

实能抗住压力的人，必然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

让人放心
三胖蛋·徐雪梅

赤心无惧风霜，傲雪寒梅，坚韧成就功业
踏实认真做事，暗香盈盈，有你处处放心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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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恒心
三胖蛋·冯树珍

初心以仁为本，树立口碑，推广家乡名片
如葵积极向阳，品质珍贵，迈步走向全国

冯树珍是三胖蛋最初建厂的元老

之一，今年是她在三胖蛋工作的第 13

年。回忆起当年为什么选择来三胖蛋，

她表示一方面是看好向日葵产业的发

展前景，另一方面是认可三胖蛋坚持

做高品质瓜子的初心和产品定位。

与三胖蛋同行这么多年，她遇到

过无数困难。最初安装生产线，由于

三胖蛋十几年专注做品牌，在这

个过程里，她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宣传

品牌的机会，积极讲解、推荐三胖蛋，

不断拓展自己的好友人脉圈，积极参

加展会，把三胖蛋瓜子推荐给更多人

品尝，把三胖蛋的产业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

这份持之以恒的用心让冯树珍在

三胖蛋品牌发展乃至整个向日葵产业发

展中，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她说：

“产业就是咱们自己的事业，把品牌推

广出去，才会有销量进来，销量做高、

口碑坐稳，才能带动整个向日葵产业健

康发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谈到女性做销售的劣势，她直言

自己在体力方面很难比得上男性销售

人员，为了弥补这一劣势增强自身体

力，这些年她一直坚持跑步锻炼身体，

舒缓压力。在跑步健身这件事情上，

她同样展现出了事业上的持久恒心，

一跑就是十多年。在她眼里，有劣势

不可怕，看清劣势找到短板，针对性

解决问题就不会有过不去的坎。

对机器设备不了解，需要付出比别人

多很多的努力去学习各种器械性能。

她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全方位的理

解，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忘记年龄，

忘记性别，集中精力投入在事业的进

步上，感受学习所带来的自信，感受

自己在专业领域越来越驾轻就熟的成

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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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丽君是三胖蛋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融资、审计、法务以

及知识产权等业务。

在职场中，她是一个极致用心的人。她爱学习、责任心重、忠诚度高、

不放过任何给公司创造价值的机会。对待工作，她专业专注，严谨认真。

作为三胖蛋创业路上的元老，她这些年站在三胖蛋的视角也深切感

受到了整个向日葵产业的变化。见证了行业品牌意识的提升，从做一个

产品销售到做一个品牌，市场更加规范，更加注重产品品质化。也见证

了消费的升级带来的消费习惯的升级，见证了互联网快速发展带来的渠

道的变化、消费场景的发展变化，也见证了用户思维的转变，见证了消

费市场对好产品的需求和青睐。

这些积极的变化背后是中国向日葵产业的蓬勃发展，潘丽君说自己

很荣幸可以见证、参与并助推这一系列的变革。在三胖蛋的车库里，潘

丽君的车永远停在公司角落里最后离开。她永远在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

感，为企业和家乡的向日葵产业考虑，立志要为自己家乡的向日葵产业

做出贡献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护好家乡这片根，在众多的瓜子品牌当中

做到脱颖而出，鼓励整个行业健康发展，为整个产业共同进步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恰如夏花绽放，丽质非凡，追逐热烈阳光
坚持以恒为常，君心如月，信念始终不变

极
致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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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春香是三胖蛋生产部车间主任，

主要负责车间的产能保障、安全管

理、现场管理、产品品控等方面

的工作。车间工作不好做，需要

极致的严谨和细心，更需要日

复一日坚持做好每一个环节的

耐心和责任心。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门

春香主任一直努力做好基层表

率作用，同事对她的评价朴实又

高端：一个热心的好人。

最初是因为家人在三胖蛋工

作，在日常聊天中会提起三胖蛋生产

车间里的领导随和，同事好相处，最关键

的是三胖蛋的瓜子“可香了”，门春香就这样

被吸引，加入了三胖蛋这个大家庭。从 2015 年入职三胖蛋至今，门春香

在三胖蛋已经工作了整整 7年。

女性在职场中难免会遇到家庭和事业如何平衡的问题。因为小孩上

学的事情，门春香曾经想过放弃工作。当时的部门领导找她谈话，非常

重视她所面临的困境，帮她分析问题寻找破解的办法，带她分析三胖蛋

的未来发展布局。这份平等、坦诚、互相学习和帮助的良苦用心最终打

动了她，她选择了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快乐工作、体面生活，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提起入职这些年最感动的事，门春香表示，即使是在最初几年，自

己还在最基层的岗位上时，公司也会给她出国走访学习的机会，不计成

本地为员工创造学习、提升的窗口，对她的工作和生活都起到了很大的

帮助作用。

从最初的车间到现在的车间，从入职时候的几十人，到现在带领故

乡向日葵产业走向全国，从单品到多品类、多口味产品的发展，门春香

在三胖蛋见证了向日葵产业生产流程标准化、精细化、品质化、品牌化

的过程，也更加坚定了树立高品质行业标杆，为整个向日葵产业健康发

展提供动力的决心。

春草破土萌发，日拱一卒，平凡同样伟大
芳心馥郁传香，日复一日，默然努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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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己在三胖蛋的生活过得很充实。

以自身为例，杨沛颖给同为女性的营销同事们的

建议：

中华传统文化女性为坤，意为温柔、持家、内敛，

但是新的社会中已经没有躺平的职业和生活，我们可

以保留女性的贤淑本性，但也要有花木兰、穆桂英的

英气，以女性独有的敏锐触觉把握商场的波动与机遇，

以女性独有的细腻做好客户的入微服务，为自己和家

庭赢得一份安逸与保障，为企业和社会贡献一份应有

的力量。

杨沛颖是三胖蛋的区域经理，主要负责区域市场

各项工作的计划与部署实施，今年是她在三胖蛋工作

的第 6个年头。

杨沛颖从毕业起就从事粮油行业，拥有 20 多年

经验，2017 年她带着多年的行业经验入职三胖蛋。

当时选择来到三胖蛋工作的原因很简单：看到三胖蛋

瓜子颗粒这么大、这么饱满，觉得很兴奋很喜欢。迫

不及待叫来全家人品尝，一家人嗑完没有吃出一粒坏

籽，于是就想尽办法了解三胖蛋，找三胖蛋的网页，

读企业简介，搜招聘信息，甚至直接找卖场采购负责

人寻找信息，主动联系面试。

刚进入三胖蛋时，当地市场客户少，年销售额也

不高，入职的第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她都在出差的路

上，凭着自己的双脚跑遍了所负责区域大大小小的地

方，到 2017 年底，客户数量翻了 7倍，当年销售额

相比于她入职时翻了 4倍。

这些年里杨沛颖也随三胖蛋一起见证了中国高端

瓜子行业的变化，从单品畅销到多品类销售占比高，

产品多元化、市场年轻化，线上销售渠道让品牌与消

费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强，健康发展、定位高端、坚

守高品质路线，注重品牌思维，加强渠道建设，她表

见证女性力量，聆听向日葵花盛放的声音，葵花香自心中来，助推行业发展，

贡献自身力量，展现女性力量，以仁为本，以人为先，赢得一路芬芳。

巾帼不让须眉，不负韶华，我们勇毅前行
葵花盛开万朵，累累硕果，功德有你有我

阳光爱心
三胖蛋·杨沛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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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信息

1、澳洲坚果油
供应信息：澳洲坚果夏威夷果冷榨纯果油，无

添加剂

公司名称：岑溪市信畅坚果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灿梅

联系电话：17807743338

2、2022 年新产季美国带壳榛子
供 应 信 息：产品介绍 ; 美国原装进口，2022

年新产季，品种 ; 杰佛森，出仁率 40%+，吨袋 

1190.67kg/ 袋。

公司名称：昆山加州果园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黎斌鹤 

联系电话：17301896795

3、大量供应美国 21 一 25 原装进口自然开
开心果，核桃，带壳NP巴旦木

供应信息：山东匠心食品有限公司大量供应，

美国21一25原装进口自然开开心果，美国红衣核桃，

带壳 NP 巴旦木，NPx27 一 30.30 一 32 巴旦木仁，

大尖，二尖，二圆带壳榛子，菲律宾香蕉片，量大

价格优惠，欢迎来电。

公司名称：山东匠心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道忠

联系电话：13805411676

4、供应西梅胚（型号：70/80，90/100），
总共 100吨左右，欢迎来电咨询

供应介绍：西梅胚（型号：70/80，90/100），

总共 100 吨左右  即食无核西梅（型号：40/50 和

70/80），总共 30 吨左右。

公司名称：上海耀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红梅

联系电话：13816343388

5、S 系列高性能重量检测机
供 应 介 绍： 高 速 和 高 精 度 机 型， 能 够

胜 任 高 速 高 精 度 场 合， 动 态 精 度 最 高 可 达

±0.1g，称重速度最大支持每分钟 250 次。带

宽 有 150/220/300/360/450mm 等， 量 程 有

200g/1kg/4kg/10kg可选。带232重量和脉冲反馈，

支持贴标打印和粉体螺杆调节。

公司名称：芝研智能科技（嘉兴）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康虎

联系电话：18916101818

求购信息

1、求购炒货 361，2399 炒货标准千粒
需求信息：求购炒货 361，2399 炒货标准千粒

200 一 230 的  求购三瑞 11 号，9 号，373，376，

377 求购小籽 求购丰收 10 号。

公司名称：五原富海农副产品购销

联系人：王富海

联系电话：13514785558

2、求购灰枣好顶级，要求干度肉质好
需求信息：求购灰枣好顶级，要求干度肉质好，

新货陈货均可，有货的联系明天看货

公司名称：沧州超达枣业

联系人：李 

联系电话：15033698876

3、求购 400 型扭花曲奇机和撒芝麻机
需求信息：群里的朋友，请问哪家有生产 400

型扭花曲奇机和撒芝麻机，420(42 公分宽  76 米长 )

的钢板带，朋友急购。

公司名称：河南省新密市裕达食品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联系人：张新州 

联系电话：13503854151

4、求购品质好的新疆 185 核桃
需求信息：求购品质好的新疆 185 核桃

公司名称：小鞠果品经营部

联系人：鞠经理

联系电话：13562611565

市场供求信息 Market supply & 
dem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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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味推出
黄瓜味夏威夷果果仁
中安众果食品有限公司

新品来啦！

此番上新，一共两款风味：黄瓜脆皮夏果仁、

芥末脆皮夏果仁。

其中，芥末脆皮夏果仁作为今年的爆款产品，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初尝清新芥末风味，再尝纯正果仁原味。

喜欢吃黄瓜味薯片的朋友，想必会期待这款黄

瓜味坚果。

首先，“乐事”同款调味料这一点，就保证了

风味上无差。

其次，坚果外包裹着一层脆皮层，酥酥脆脆！

口感上也是模拟薯片的咀嚼感。担心薯片会有体重

负担的朋友，营养健康的坚果不容错过，饱腹感十足。

产品卖点

筒装更过瘾

受疫情影响，大部分的消费者认为，自己的居

家时间变得更长了，随着生活场景改变，大包装购

买需求旺盛。

随着代餐场景趋势的显现，消费者在户外旅行、

加班应急、上班通勤等场合也有着食用诉求，但对

便捷食用提出了诉求。

因此，我们选择了大桶装、独立包的形式满足

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乐享大桶装，欢乐齐分享！

净含量：150g（15g*10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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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设备 INDUSTRY CHAIN

青岛枫林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成立 1996 年，专业研发制造花生、瓜

子烘干、炒制、清洗等各种坚果深加工设备；核桃加工设备；高温油炸

设备、低温真空油炸设备；芝麻清洗、烘干炒制设备、地瓜烤箱以及色

选机配套提料机、输送带等各种提升输送设备；定制各种非标机械及代

加工。经过多年的经验累积，产品不断的创新改进，很多产品处于市场

领先地位，获得多项产品专利，并推出多款新式烘干机、烤箱等新产品。

成为中国坚果炒货协会常务理事单位，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获

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并在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上市。

公司研发的“花生果、瓜子全自动真空入味设备”产品荣获了第七

届（2020-2021 年度）全国坚果炒货食品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该设备

是一种利用真空负压，使花生果浸入各种不同味道的设备。解决了利用

普通容器浸泡花生果，入味速度慢，加工效果差的问题。本设备具有可

以连续进出料并且自动控制效果高、自动化程度高、成本低、无需使用

航车占用空间小等特点，采用连续式进出料方式，普通车间高度即可使

用。设备通过密封装置使花生在真空负压状态下入味。自动控制时间和

压力、自动控制料水进出，配有料水搅拌和储水罐，采用 PLC控制。出

料后通过输送装置进入临时储料斗静置后通过输送带进入烘干机。料水

罐可根据不同配方自动调配水温通过加热自动控制温度。各种添加剂通

过自动计量进入搅拌罐，并可以灵活搭配各种生产线使用。根据产量有

大、中、小三种型号，使用非常方便。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诚意迎客户，信誉立枫林，质量创品牌，

创新促发展”的经营理念，发挥我们的专业优势，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和设备。联系电话：13808987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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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安全新鲜新举措
——双效吸氧剂的开发与应用

至 0.1% 以下，而且具备快速吸湿能

力，吸湿率可以达到 50% 以上，高

于一般干燥剂（氧化钙干燥剂最大

吸湿率为 35% 左右，硅胶干燥剂为

38%。）。为具有较高防潮防氧化要

求的药品、保健品、炒货坚果、茶叶、

燕麦乳制粉和粮食等产品提供了可

持续的保鲜手段，解决此类产品氧

化、变色以及霉变等问题，进一步

延长了产品的贮存期。

其包装材料采用的是防潮抗氧化

包装材料辊涂复合、无纺纸三防处理

及透气膜高透气性打孔等关键技术，

对中间层无纺纸进行三防喷淋处理，

使之具有防水、防油、防漏粉的特点，

用来替代错位打孔包材，可降低漏料

及包装热封不牢的风险。

此外，该款双效吸氧剂所用的功

能材料为二氧化硅、活性碳、盐等天

然矿物，可自然降解、安全环保。同时，

用其替代一只吸氧剂+一只干燥剂的

保鲜模式，也可降低包装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双效吸氧剂的关键核

心技术填补了行业空白，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目前已应用于休闲食品行业、

药品行业等领域中，广泛的应用场景

注定了它的成长性。

综上，这款双效吸氧剂，应用

于洽洽小黄袋每日坚果产品，阻止

袋内果干产品的水份迁移至坚果产

品的同时，控制袋内氧含量抑制坚

果氧化哈败，进一步保证洽洽小黄

袋内容物的新鲜度，给消费者带来

更好的体验感，无疑是满足客户需

求的创新设计。

洽洽一直以来秉承“全球领先的

坚果休闲食品企业”的愿景，坚守“质

造美味坚果，分享快乐时刻”的使命，

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新鲜、美味、

营养的坚果休闲食品，并不断创新、

帮助客户获得更多价值和消费体验。

《双效吸氧剂》即为洽洽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和杭州干将实业有限公司

针对坚果炒货等低水分活化值的产品

而联合开发设计的一款能够持续绝氧、

有效控湿的保鲜剂。

该产品于 2017.1.11 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一种兼具除氧和控湿功效的

吸附剂及其制备方法”授权。2021年，

因其为食品、药品行业提供的先进和

高效活性包装技术方案，而获得世界

包装组织【世界之星】节约粮食奖。

2022 年，荣获第七届“全国坚果炒货

行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其创新性的配方、工艺设计及

双层包埋技术，解决了传统脱氧剂

和干燥剂不可兼容的工艺冲突问题，

实现一包产品兼具高效除氧与吸湿

功能。24h 内能够将容器内氧浓度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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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榛子链起大产业
   小坚果做成大品牌

加工的空白。

作为诸城市乡村振兴领头雁之一，

山东三羊榛缘公司在践行乡村振兴战

略上成效突出：开垦秃岭、流转土地、

开挖水库、种植榛苗、收获榛子、做

榛子深加工……打造田园综合体，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助力健康中国，

把“小榛子”做成了“大产业”，昔

日的荒山秃岭早已变成了“绿色银行”。

为提高知名度，公司于 2019年、

2020 年、2021 年相继承办第五届中国

（诸城）榛子科技与产业发展研讨会

暨山东榛业现场观摩会、中国 (诸城 )

榛子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诸

城）榛子丰收采摘节、中国榛子产业

发展大会暨 2021年度诸城榛子丰收采

摘活动启动仪式，成功探索出了助力

加快乡村振兴、创新提升“诸城模式”

的新路径，山东榛子已唱响全国。

山东三羊榛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资子公司山东

华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诸城森森园林

农贸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平欧大果

榛子苗木选育、榛子种植技术推广、榛

子基地建设、榛子国际国内贸易、榛子

产品研发和深加工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

公司，采用“企业+专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贸易+研发+加工销售”

的合作方式，全力打造中国榛子全产业

链。其中，山东华山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已在诸城市南部荒山建成并正在积极扩

展国内最大的万亩榛子产业示范基地，

加快构建起了榛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全

产业链，真正将“小坚果”做成了“大

品牌”，走向了全国。

组建公司 荒地变宝 
发展“榛”业

曾经位于诸城市皇华镇的万亩荒

山秃岭如今已变成了高标准榛子示范

基地。

到目前，华山榛业万亩榛子基地

已累计实现投资近 2亿元，完成种植

面积 2.1 万亩，曾被授予中国榛子产

业示范基地、中国森林食品原材料认

证基地、华山榛业魏榛自然教育学校、

山东省特色经济林科技示范基地、省

级经济林标准化示范园，齐鲁放心果

品品牌、潍坊市十大农业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和潍坊市职业农民培训基地等

荣誉称号。

成立联盟 产学研发 
“榛”兴乡村

为推动榛子产业做大做强，魏玉

明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中国农大、

青岛农大合作，牵头组建山东省榛子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整合科研院

所、高校、企业资源，全面推动产学

研用一体化发展。

“联盟整合了榛子产业上下游

160 余家种植户和相关企业，实现榛

子产业的品种统一、技术指导、信息

共享、品牌助力，目前联盟同辐射带

动江苏、河南、河北、北京、陕西、

新疆等 10 余个省市，带动种植榛子

面积达到 6 万余亩。”山东三羊榛

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玉明说

道。不仅如此，魏玉明还组建技术、

生产、研发、营销团队，与中国农业

大学等大专院所合作开发出了榛子

乳、榛子油、多口味榛仁、榛子挂面、

榛子仁、榛子蛋白肽等产品也深受消

费者的喜爱，填补了国内榛子产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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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矮杆、高产白籽杂交向日葵新品种

“S3658”的选育
具有很高产品附加值，对提升农民收

入效果显著。

3. 品种优势
由于“S3658”自然生产为白色，

所以在瓜子采集、晾晒、炒制过程中

很容易甄别霉变籽粒，瓜子炒货商就

很容易去除发霉变质的籽粒，瓜子质

量比普通黑瓜子高出 2倍以上，黄曲

霉素含量几乎为零。白葵炒制过程中

散发清香，食用口感香脆，蛋白质和

维生素含量丰富。

一、公司介绍
 河北双星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专业化科技企业，是石家庄市第

一批民营科技育种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6年，注册资金2125.2万。公司主

营西瓜、甜瓜、向日葵种子，兼营西

葫芦、南瓜、砧木等蔬菜种子。公司

先后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河北省种

子行业“AAA”级信用企业、河北省“十

佳”优势特色种业企业、河北省著名

商标企业、河北省国际科技合作示范

企业、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河北省农业科技小巨人企业、石家庄

市创新型企业，是中国种子协会理事

单位和河北省种子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是河北省青年科技创新行动示范基地、

石家庄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和石家庄

市种子生产经营诚信单位。

二、立项背景 
向日葵是我国重要经济农作物。

是现代人们休闲娱乐必备食品。市场

多见黑葵瓜子，由于普通黑葵瓜子在

采收晾晒过程中经常出现发霉、腐烂

的现象，导致黄曲霉素严重超标不易

察觉。而我国白籽向日葵种质资源缺

少，目前国内白葵品种主要是常规种

牙签葵，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日益重

视，生产上应用的白籽常规品种产量

低，市场供给不足。因而需要研究和

培育出高产优质、洁度高的新品种，

开拓市场，满足消费者需求，改善国

内向日葵种植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三、品种优势
优质、矮杆、高产白籽杂交向日

葵“S3658”品种于 2019 年 4月 12日

在农业农村部通过备案登记，于 2020

年 4月 30日获河北省科学技术成果。

1. 品种特点
优质、矮杆、高产白籽杂交向日

葵“S3658”品种特点：生长整齐，长

势强、花盘大小均匀，籽粒洁白、饱

满，长锥形；株高 1.7 米，平盘，花

盘直径 28-35cm，结实率 71.18%。

籽粒长锥形，百粒重 23 克。籽粒长

3.0-3.5cm，籽粒宽 1.0-1.2cm。 根

系发达，植株矮，抗倒伏。出苗至成

熟106天左右。

2. 产量优势
“S3658”在多个向日葵主产区

进行区域试验和生产比较试验，性状

稳定，特点突出，结实率、单盘结实

数、百粒重等指标都优于市场黑葵品

种“363”，已在内蒙古、甘肃、新疆

等葵花主产区推广。技术稳定、可靠，

深受葵花种植户、经销商和消费者的

欢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白籽向日

葵多年来的产量低、品质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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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胖蛋董事长徐建兴被选举
为全国人大代表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2023年 1月 16日选举

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58名。我协会副会长、巴彦淖尔市三

胖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建兴被选

举为全国人大代表。

姚生记食品荣获
国家重点林业龙头企业

新春喜报

热烈庆贺姚生记食品荣获

国家重点林业龙头企业

中国·山核桃领导品牌

金牌老字号·姚生记

1 月 28 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教育厅、科技厅和经济和信息

化厅对 2022 年安徽省发明专利百强

排行榜予以公布，美亚光电连续八年

入选。

近期针对开店计划，良品铺子

称，2023 年公司计划新开 1000 家

门店，在区域分布上主要是聚焦

现有优势地区进行加密布局。新

开门店面积更大、品类更丰富，

同时会新增咖啡水饮、烘焙短

保等引流型、便利组合性产品。

良品铺子表示，随着线下消

费场景陆续恢复，门店客流量逐

步复苏。面对消费恢复的趋势，公

司积极优化经营举措，不断提升产品

和服务，借力年货季消费热度，通过主

题展、趣味互动、试吃活动等吸引客流进店，

依托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体验提升复购率，提升门店经营效益。

对于零食量贩连锁业务，良品铺子表示，“零食顽家”是公司拓展零

食量贩连锁业务推出的新品牌。公司从布局、运营线下门店，逐步发展涉

及平台电商、社交电商、社区电商、“门店+”等新渠道、新模式；公司

高效的供应链整合、门店布局拓展以及组织运营能力，是零食量贩连锁模

式的核心关键能力，2023 年“零食顽家”将聚焦湖北市场快速拓展布局。

连续八年！美亚光电入选安
徽省发明专利百强排行榜

良品铺子计划
2023 年新开 1000 家门店

洽洽荣获第二十届中国食品安全大会多项殊荣

由教育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联合举

办的第二十届中国食品安全大会在京召开。

会上，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过硬的品牌实力及生产质

造实力，经过专家组考察评审，被授予“2021—2022 食品安全诚

信单位”“第二十届中国食品安全大会社会责任企业”“2021—

2022 食品安全管理创新二十佳案例”多项大奖。同时，洽洽董事

长陈先保再次获颁“食品安全管理优秀企业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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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上午，肥西县

委书记陈伟等领导一行莅临

中科光电考察调研，董事长

刘宝莹等公司领导热烈欢迎

并陪同考察调研。

陈伟书记一行参观了中

科光电展厅，刘总向陈伟书

记详细汇报了中科光电的发

展历程和近几年在技术创新、

经营发展和党建文化等多方

面的发展成果。

在产品展厅，陈伟书记

了解了中科光电产品目前在

农产品、工业品领域的应用，

详细询问了光电分选的国际、

国内市场格局和差异化，并

对中科光电未来发展提出建

设性意见。

在产品演示中心，陈伟

书记观看了农产品领域大米、

杂粮色选机的现场演示效果，

在工业产品领域的煤炭智能

干选机和回收塑料分选机展

台，详细了解了行业布局和

前景。

参观结束后，刘宝莹董

事长向陈伟书记汇报了“中

科光电年产 80 台煤炭智能干

选机产业化项目”的进展情

况，陈伟书记对中科光电未

来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

中科光电在新技术、新领域、

新项目上取得更大突破。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委书记
陈伟等领导一行
莅临中科光电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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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印度葵花籽油进口量将提高至创纪录水平

印度在 2023 年 1 月份的葵花籽油进口量将增至创纪录的

47.3 万吨，几乎是月均进口量的三倍，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出

口商竞相销售，以削减国内库存。

葵花籽油相对豆油的价格折扣扩大到九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吸引印度买家兴趣。

印度这个世界头号食用油进口国扩大进口葵花籽油，有助于

黑海国家减少库存，但可能抑制印度的棕榈油进口需求，进而对

马来西亚棕榈油价格造成压力。

2022/23 年度前 5个月哈萨克斯坦的葵花籽
出口已超上年全年

哈萨克斯坦全国油籽加工商协会

（NOPA）称，2022/23 年度前 5 个

月（2022 年 9 月到 2023 年 1 月）

哈萨克斯坦葵花籽出口量可能至

少达到 23.1 万吨，超过上年的

全年出口量 22.37 万吨。

协会表示，在全球葵花籽供

应短缺的情况下，如果不进一步

控制葵花籽出口，可能造成国内

葵花油价格上涨。

2022 年哈萨克斯坦的葵花籽产量

约为100万吨。2022/23年度前4个月（2022

年 9 月至 12 月）的葵花籽出口量为 19.08 万吨。该协会称，根

据历史平均数据，2023年1月的葵花籽出口量可能达到4多万吨。

使得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1 月期间的葵花籽出口总量至少达到

23.1 万吨。作为对比，2021/22 年度的出口总量为 22.37 万吨。

2023 年 1 月初哈萨克斯坦葵花籽库存为 76 万吨，包括从俄

罗斯进口的葵花籽。

目前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在考虑对葵花籽实行出口关税。政府计

划从2023年初开始征收20%的出口关税，但不低于100欧元/吨。

2022/23年度全球葵花籽出口将创下
历史最高

总部设在汉堡的分析机构《油世界》预

计 2022/23 年度全球葵花籽出口量超过 500

万吨，创下历史新高，高于上年的220万吨。

葵花籽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在于乌克兰

出口结构出现变化。由于国内电力供应危机

影响到压榨厂运营，促使乌克兰将 2022/23

年度出口重点从葵花籽产品（油和粕）改

为出口原料（葵花籽）。初步预测显示，

2022/23 年度乌克兰将出口 270 万吨葵花

籽，远高于 2021/22 年度的 10 万吨以及

2020/21 年度的 20 万吨。

油世界称，乌克兰的葵花籽主要出口到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土耳其，这

使得 2022/23 年度欧盟葵花籽进口量将达到

220 万吨，同比翻倍。

俄布里亚特共和国已向华发运今年
的首批松子

俄罗斯联邦动植物卫生监督局发布消息

表示，1月上旬俄布里亚特共和国已对华发

运今年的首批松子，总重达 146 吨。

俄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年松子均出口量约

为 1.5 万吨。2002 年，该共和国向中国出

口了 9500 多吨。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松子出口国。收

获松子的 80% 左右出口国外，其余 20% 完

全能够满足俄罗斯国内市场需求。

伊朗跻身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之列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发布数据显示，伊朗在

2021 年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之一，是世界第二大开心果

生产国和世界第三大枣、蜂蜜和核桃生产国。伊朗的开心果产量

在 2021年达到 13.5万吨，仅次于美国的 52.3万吨，位居第二。

该国年产椰枣、蜂蜜和核桃分别为130万吨、7.7万吨和38.6万吨。

此外，桃子、奇异果、扁桃仁、茄子、橙子、豌豆和菠菜产量也

位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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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进行了分析：1、中美贸易战的影响；2、新冠对全球

经济的影响；3、坚果品种的增加分流了巴旦木市场的销量。

三、尽管由于以上原因巴旦木在中国市场销量持续下

降，但 2023 年 1月份巴旦木销量有所回升，但还未恢复

到2019年同期水平，因此中国坚果市场空间巨大。

通过交流双方协会对坚果行业充满信心，对中国市场

充满信心。美国加州巴旦木协会表示会继续加大对中国市

场的培育和投入。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坚果行业的明

天更美好！

翁会长还分享了我协会 2023 年三项主要工作，重点

介绍了 4月份在合肥举办的第十六届坚果炒货干果果干食

品展览会，并介绍了本届展会的创新点，预计今年展会国

外同行参会数量超历届，因此欢迎美国同行组团前来参加

今年的行业盛会。

理查德会长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期待 4月来到中国与

中国同行学习交流，加强合作，并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中

国市场的投入。

此次会议在双方愉悦友好的气氛中取得圆满成功。

2023年 2月 2日我协会应邀与美国加州巴旦木协会就

加州巴旦木在中国的宣传、推广、销售情况召开了视频会

议。我协会执行会长陈奇、常务副会长翁洋洋、加州巴旦

木协会会长理查德、副会长安菊莉等双方协会代表出席了

此次会议。

会议首先由美国加州巴旦木协会介绍

一、加州巴旦木2022年的种植、产量情况；

二、中国市场营销顾问张慧贤女士分享了加州巴旦木

在中国目标城市的推广宣传巴旦木健康功能的营销活动；

三、贸易政策专家凯斯先生就加州巴旦木出口中国的

情况进行了分享；

四、首席工程师黄光伟先生对巴旦木等坚果标准修订

工作表示了关注，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

我协会翁洋洋常务副会长介绍了：

一、美国巴旦木2022年中国进口及国内加工情况；

二、美国巴旦木 2022 年在中国市场呈现下降趋势的

我协会应邀与美国加州巴旦木协会
召开视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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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矩阵+联动

  品牌抖音运营，不是一座孤岛，

是队伍。例如海尔的蓝 v军团，美团

拥有的 IP 账号——外卖小哥

三、成长期
抖音账号运营稳定之后，需做好

用户沉淀，主要渠道有：小红书、微

博、淘宝（产品链接）

在成长期尤其要注意抖音账号的

垂直度。垂直度是指账号中所发布的

内容，要保持在一定的领域范围内，

即拥有相对统一的方向或主题，也可

以理解为账号需要拥有专属的“标

签”。拥有垂直度对于账号长期的流

量推广与粉丝积累都至关重要。系统

会根据用户的观看历史，为用户推送

喜欢或感兴趣的作品，而一个账号长

时间拍摄同一方向或主题的作品，系

统就会为账号贴上标签，进行精准地

流量推送。

保持垂直度要注意：

1. 保持作品形式上的垂直度

2. 保持作品内容上的垂直度

目前，比较受欢迎的几款社交平

台，无疑抖音比较火爆了，在国内外

市场都保持快速增长。用户在哪里，

流量就在哪里，对于坚果炒货企业来

讲，抖音就是一个建立用户交互的很

好的平台。 

首先要确定企业运营抖音号的目

的是什么？

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做公司品牌

营销、扩大公司品牌的影响力，往小

的来讲，在短视频行业积累公司品牌

的流量池，并可能与其他平台的流量

池互通流量。

那坚果炒货企业要如何做好抖音

营销呢？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一、策划期：
在账号开始运营前

“策划期”是梳理关于企业账号

的一切

二、萌芽期：
账号开始正式运营

这个阶段，企业要把握好品牌抖

音运营的五个要素

（1）品牌口碑：进行口碑营销，

账号风格统一化，有利于品牌的冷启

动。

（2）培养用户习惯

前期需要养号，目标是提升账号

权重。抖音更希望将流量给那些正常

的、能创作高质量、垂直内容的账号。

在抖音的初期，企业养号是要让系统

认为是一个正常人在玩，而不是打广

告的营销号，在这个时期需要培养用

户习惯，通常培养用户习惯的方式有：

1. 定期更新、保持粘性

2. 固定风格、元素，保持账号

稳定

3. 高频互动、留住粉丝

4. 账号人格、让人上瘾

（3）优化发布内容

提升四个指标

做抖音，大家都希望系统给你的

流量做推荐，决定流量机制的主要有

以下几个因素：播完率、点赞率、评

论率、转发率。在视频描述里，引导

用户完成点赞、评论、转发或看完视

频的动作。

 蹭热点

抖音也好、微博也好、微信公众

号也好，本质上都是媒体。媒体要流

量，一个通用的办法就是蹭热点。

 积极参与热门挑战

上热门的方式有很多，但最简单、

效果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抖音的“热

门挑战”功能了。抖音官方会推荐一

些热门活动。这种活动一般都会有一

些流量扶持。打开抖音界面选择“信

息”，就能看到抖音官方推荐的一些

信息，选择可以参加的活动。

坚果炒货企业
如何做抖音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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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深深地刻入到企业文化基因中，

融入到了企业每一个员工、家庭以及

社会的关爱中。

早些年施永雷董事长就有在受访

时谈到，与总裁郁瑞芬创办来伊份以

来，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传递爱与幸

福。他最大的愿望便是每一年团拜时，

不论是员工、家人、上下游合作伙伴，

都能因为有来伊份而感受到爱与幸

福。而这种理念，在团拜会的表彰环

节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位不负使

命的员工都没有被辜负，他们被授予

先进个人、组织等各项荣誉，享受着

一年奋进拼搏后的被认可和自我成就

感，更在这充满无限潜力的企业“家

人文化”中种下一颗颗发光的种子。

10 年、15 年感恩同行纪念奖是

彰显来伊份“家人文化”的“生动名

片”。一家企业，有那么多的老员工，

他们陪企业共同成长，一定是以这个

企业能够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

境，让员工感受到家人陪伴的重要前

提。来伊份以此为思考，重视团队凝

聚力和幸福感建设，落实到企业组织

发展中，可以说是抓住了企业长青的

法宝。

来伊份“家人文化”
成企业发展“助推器”

十个 “字”，诠释“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2023 年来伊份团拜会上，施永

雷董事长针对各个业务系统送上关键

字“共、优、用、心、精、先、旺、爱、

远、效”，这十个字渗透到对应的业

务内涵中，是作为企业掌门人对 2023

年的寄语与期许，同时也将来伊份企

业精神面貌在新年第一个工作日中充

分拉满。

来伊份的发展，对标这十个关键

字，涉及的是十个方向的工作精神：

“共”建共创共享，做强幸福产

业共同体

“优”质优品优价，构建产品竞

争力

“用”指坚持用户思维，创以为

用，科技赋能

“心”则是希望品牌、营销与用

户运营都要切切实实从心出发，把用

户放到心上，也真正走到用户的心里

去

“精”耕市场，励志竭精，在营

运和服务上精益求精

“先”人一步，抢先市场开拓，

抢先创新，做行业先行者，做引领行

业向好发展的践行者

“旺”则是承载着来伊份财务小

伙伴的优秀底色，尤其是过去一年财

务中台系统的上线，实现自有全链路

数字业务财务操作系统

来伊份的事业源于爱，“爱”是

初心，也是来伊份公益基金会的责任

与担当

“远”是一种格局，是企业坚持

的长期主义

“效”指过程中要有效率，管理

上有效益。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十个“字”

似乎就为来伊份新一年的期待和展望

开了一个好头。

来伊份正式开启
“平台化战略”新征程

对于已经到来的 2023 年，将被

定为来伊份平台化战略的启动元年，

与此同时，来伊份将 2023—2025 年

的主题年定为“整合资源、共创共建、

精益管理、做强平台”。董事长施永

雷诠释道：“希望以共创共建的理念，

链接更多的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共赢

的关系。推进精益管理建设，贯彻以

消费者为导向的服务思想，倡导改善

理念和问题解决文化。在科技赋能的

“实业+投资”双轮驱动下，共同建

设生活生态大平台。”

同时，施永雷董事长提出要求，

要聚焦万家灯火战略主航道，做强“人

找货”商业模式，集中精力帮助加盟

商成功 ;要做大“货找人”的商业模

式，不断为消费者提供有性价比和情

价比的高质量产品 ;要守正出奇，整

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通过人货场联

动、持续打造亿级大单品和细分品类

的冠军品 ;要持续聚焦组织建设、火

车头建设和文化建设，打造一支能解

决问题，能突破艰难险阻的队伍 ;要

发挥来伊份科技系统优势，打造基于

价值管理，涵盖经营、营销、商品、

协同等全方位的数智化运营体系，为

经营决策提供智能化的价值导航。

“家人文化”提升员工
成就感与幸福感

参加来伊份的新春团拜会，最大

的感受就是这家企业，已将“家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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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数字化发展
沃隆食品积极拥抱新趋势

当 90 后、“Z 世代”成为新消

费主力军，新品牌们爆发的机会应运

而生。

加之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线上线

下融合等新商业模式以及基于社交网

络和新媒介的新消费关系的发展，让

青岛沃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休闲零

食企业迎来更多机会。

底层渠道的强大驱动力支撑着一

波波消费浪潮。沃隆认为，加强对渠

道销售的控制力、实现全渠道转型，

将成为休闲零食提高市场占有率的重

要方式。

新零售打造的线下与线上相融合

的消费生态，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升

级和大众消费升级而产生的模式。为

此，沃隆经过不断地拓展和完善，建

星推荐，在新电商领域的知名度逐步

提升。团购渠道的大需求量，更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沃隆的市场拓展。

此外，即时零售伴随着零售数字

化发展，打通实体零售商线上线下的

流通鸿沟，重塑供应链，通过即时配

送方式，不断提升消费体验。

紧抓这一“新风口”，沃隆食品

发挥其渠道优势，运用前置仓模式打

通品牌与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

给消费者带来更便捷的购物体验。

沃隆还计划扩大产品覆盖区域，

完善销售网络布局，同时实现线上

线下的双向引流。业内分析，此举

有望增强沃隆食品整体业务推广和

销售能力，扩大其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

立了覆盖线上、线下的全渠道、立体

化销售体系，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引流

同时，也让消费者在选购坚果时倍感

暖心。

在线上，沃隆通过天猫、京东、

唯品会、抖音、快手以及其他电商平

台，搭建了完备的电商销售网络；线

下，沃隆进驻了全国传统卖场、现代

及国际KA及便利店、社区门店，与

国内知名的KA卖场建立了长期的战

略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沃隆还积极拓展直播

带货和团购等新兴渠道。在抖音、快

手等新电商领域，沃隆早已开通多个

账号，进行内容传播和直播带货。把

握直播带货的发展趋势，沃隆还多次

联手头部KOL 直播带货，获众多明



企业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

2023·03 73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74 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 75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76 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 77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78 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 79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80 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 81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82 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 83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科技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023·0384 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营养与健康NUTRITION  AND  HEALTH

2023·03 85中国坚果炒货
CHINA NUTS AND ROASTED SEEDS INDUSTRY 

榛
子
的
营
养
价
值

榛子营养丰富，果仁中出除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外，胡萝卜素、维生

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E含量也很丰富；榛子中人体所需的 8种氨基酸样

样俱全，其含量远远高过核桃；榛子中各种微量元素如钙、磷、铁含量也高于

其他坚果。榛子富含油脂（大多为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生

素维（维生素 E）、矿物质、糖纤维、β--古甾醇和抗氧剂石炭酸等特殊成分

以及人类所需的八种氨基酸与微量元素。

1、许多研究者都说过吃榛子增强人体营养有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与

榛子中含有的脂肪酸结构有关，它含有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与多不饱和脂肪

酸 （82,8% 油酸和 8.9% 亚麻油酸）。而饱和脂肪酸含量低而单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高的饮食有利于控制血脂浓度；同样可以降低患冠心病的风险。另外，不

饱和脂肪酸（榛子油里含有）含量高的饮食对预防冠心病，降低血压，降低胆

固醇及减少或增加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和降低甘油三脂。

2、榛子本身富含油脂（大多为不饱和脂肪酸）其含量达到 60.5%，使所含

的脂溶性维生素更易为人体所吸收，对体弱、病后虚羸、易饥饿的人都有很好

的补养作用。

3、榛子中镁、钙和钾等微量元素的含量很高，长期使用有助于调整血压。

4、榛子含有β——谷甾醇（甾醇），天然植物甾醇对人体具有重要的生

理活性作用，能够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促进胆固醇降解代谢，抑制胆固

醇的生化合成，对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溃疡、皮肤鳞癌、宫颈癌等有显著

的预防和治疗效果，有较强的抗炎作用，还可以作为胆结石形成的阻止剂。

5、此外，榛子含有的天然植物甾醇对皮肤有温和的渗透性，可以保持皮肤

表面水分，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抑制皮肤炎症、老化、防止日晒红斑，还有生

发养发之功效。作为W/O型乳化剂，用于膏霜生产，具有使用感好（辅展性好、

滑爽不粘）、耐久性好、不易变质等特点。

6、榛子含有的天然植物甾醇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可作为食品抗氧化剂及

营养添加剂；也可以作为动物生长剂原料，促进动物生长，增进动物健康。

7、榛子是继植物油之后第二大维生素 E的来源。水溶性维生素 E是一种

抗氧化剂酚醛脂。酚类抗氧化剂活性，是由于他们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变换氢原

子键。由于这些化合物能形成独立根系 被认为有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

癌症抑制剂。而且还能有效地延缓衰老，防治血管硬化，润泽肌肤的功效。每

天食用 25-30 克榛子就足以满足人体每天对维生素 E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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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食品，不仅美

味还能有助于健脑益智，常吃核桃能有助于提

高人体的抗病能力，缓解身体上的疲劳感，常

吃核桃，或许这五大好处将慢慢靠近，下面就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每天吃核桃的好处吧。

常吃核桃，5 大好处或许慢慢靠近

1 有助于降低血压
早在之前做过这样一项科学研究，结果显

示，适当吃核桃能有效降低血压，对于胆固醇

水平也表现出了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通

过吃核桃来稳定血压值，呵护心脑血管健康。

2 有助于保护心血管
核桃中含有多种优质不饱和脂肪酸，既能

提高人体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同时又

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坏胆固醇），从

而维持血管功能，减少心血管疾病的产生。

3 有助于润肠通便
核桃中的油脂含量丰富，能达到润肠通便

的作用，还能帮助软化大便，其中所含的纤维

素能帮助刺激肠胃蠕动，达到改善肠燥诱发的

便秘问题。

4 有助于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
一般来说，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有益于

胰岛素的分解，坚持食用 5次坚果的女性，患

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将降低 30%。

5 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
研究表明，核桃有助于阻断氧化应激引起

的应激信号，对大脑认知功能也有着积极的影

响，核桃中含有α-亚麻酸、维生素 E等成

分可作为氧化剂消除自由基，同时核桃中还含

有多种促进大脑健康的卵磷脂和矿物质，能防

止炎症和氧化应激出现的老年痴呆症。

5大好处将慢慢靠近

核桃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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