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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聚焦品牌化 乳业监管标准化待解
本报记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策，实现牧场标准化管理。“行业

品，以过硬的质量、可靠的产品，

牌。 ”乳业分析师宋亮告诉《中国

内的趋势就是实现品牌化的产

打造国家级、 世界级的乳业品

经营报》记者。

中国乳业变革风起云涌。
在 2018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中，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体系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 而
乳业作为典型的一二三产业协
调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一直被社
会各界所重视。 随着“让祖国的
下一代喝上好奶粉，让国产品牌
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 的提出，
以及奶粉配方注册制的落地，无
不体现着中国乳业自上而下的
变革。
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
表、 君乐宝乳业集团总裁魏立华
建议， 中国打造世界级的乳业品
牌，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宣传，并
需要政府对上游产业扶持的政
中国乳制品行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还不能满足消费市场需求，与国外顶尖企业在创新能力和速度上客观上仍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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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发展事关民生
面对消费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提升品质，以满足人们对
“品质消费”的新需求,成为当下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乳业特别是国产奶粉的

等环节的扶持力度， 对企业技术

于体量小，不管是人才培养，技术

斌看来，我国奶业发展目前仍然存

发展，一直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 2017 年初，习近平总书

改造、结构升级、兼并重组等扶持
力度， 进一步推动行业深化供给

创新还是企业管理， 均没有明显
优势， 如果不打破这种产业内部

在诸多困难，一是奶业生产、尤其是
奶粉生产，产业链条长、涉及环节

记到君乐宝在张家口投资的旗帜
乳业考察时，对国产奶粉发展做出
重要指示，提出“让祖国的下一代
喝上好奶粉，让国产品牌在市场中
起主导作用”。

侧结构性改革， 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乳品企业和国际知名品
牌；另一方面，珍惜奶业目前来之
不易的发展成绩。 建议相关部门
组织国内主流媒体长期、 系统地

发展不平衡的格局，长此以往，将
会导致产业规模巨大但品质供给
不足的矛盾突出。
李翠枝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
势下，应该全面开启“龙头经济模

多、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企业
资金周转压力很大。 在 2017 年，国
内知名乳企辉山乳业爆发的
“黑天
鹅”事件，反映出了国内部分乳企的
经营和资金压力是客观存在的。 而

事实上， 在近十年的发展中，
中国奶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深入开展国产奶业的正面宣传报
道， 积极展示奶源建设及乳品企

让龙头企业先带动起来”。
式”，要“
每个产业都有优秀的龙头企业，这

在奶粉新政实施的背景之下，中小
企业逐步被吞并和消亡，已经成为

国内大型企业在奶源指标、工艺技
术、检验检测等各方面均达到国际

业质量安全的新成效， 为国产奶
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进

些龙头企业既有代表性，又有实践
意义，影响面大、示范效应强、带动

了行业的发展趋势，品牌化竞争已
经成为行业的主流竞争格局。

领先水平，尤其是国产奶粉质量安
全实现了跨越和反超，国产奶粉迎

一步提振民众对于国产奶业的消
费信心，真正让奶业长足发展。

环节多。 只有抓住龙头企业，推进
落实， 才能实现产业提质增效、提

就食品领域来说，当前人们对
“
品质消费”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产

来全面振兴的新时代。
今年两会期间， 魏立华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来自于伊利集
团的李翠枝建议， 我国的食品产

升企业竞争力， 才能推进产业化、
品牌化、标准化、市场化、信息化等

品品质有了更高要求，对食品安全
有了更多关注，消费新时代已然来

要加大对奶业发展政策扶持的力
度， 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大型标

业整体品质已经明显提升， 但仍
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诸如大型龙

建设，才能将“提品质”落到实处，
才能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临。 面对消费新时代，如何进一步
提升品质，以满足人们对“品质消

准化、 规模化养殖企业及乳品企
业自建牧场牧草种植、 奶牛养殖

头企业发展迅猛， 技术力量和人
才力量优势明显， 中小企业则由

不过，在全国人大代表、黑龙
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

费”的新需求,成为当下研究的一
个重要课题。

产业安全仍是重点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食品安全的潜在问题仍旧存在。 而良好的外部
市场环境对于中国乳业的健康发展同样至关重要。
时至今日，食品尤其是乳制品

态循环模式。 推动中央和地方出台

的安全仍旧是全世界消费者所重视
的。 2017 年下半年，世界第三大乳

配套政策措施， 推动养殖大县实现
蓄禽养殖污染治理和废弃物综合利

企法国的拉克塔利斯集团发生了沙
门氏菌污染奶粉事件，拉克塔利斯
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召回被污染产
品，有近 7000 吨奶粉疑似被污染。

用区域统筹。
而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对于中
国乳业的健康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李
翠枝在另一份与食品产业质量安全

由此可见，在食品安全方面，无
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潜在问题仍旧

信息披露有关的议案中提到，我们已
经进入了一个
“
人人皆媒”的时代。尤

存在。 魏立华指出，2008 年三聚氰
胺事件让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失去了

其是对食品产业，一旦出现对信息的
片面解读和误读，就会影响消费者的

信心，到目前仍恢复缓慢，消费者到
境外抢购、代购奶粉，很多国家对我

判断，造成恐慌，轻则影响个别企业
发展，重则影响整个产业秩序。

们进行限购，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国

“建立一个权威的食品质量安

际形象。
十年来 中国乳业已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在历年来国家监督抽查
中，乳制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合格率

全知识科普和信息披露平台， 凡是
涉及食品质量安全的国家机构都在
此平台上进行食品质量安全知识的
科普和信息披露， 将行业内最新的

均在 99%以上，是监督抽查的所有食
品中最好的成绩。 尤其是在 2017 年

消息及时传递给消费者， 知识科普
和信息披露实现集中管理， 权威发

下半年，婴幼儿配方乳粉国家监督抽
检连续数月合格率达 100%。

声，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杜绝虚
假消息扰乱市场秩序。 ”她说。

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监管一司
司长张靖曾公开表示，对企业要求
自建自控奶源，具备自己的检验机

此外，李翠枝建议政府出台支持
和鼓励龙头企业创新的扶持政策，依
靠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让其成为全

构和检验水平、检验能力，同时要求
产品通过批批检测，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中国乳企的发展领先世界先
进水平。 同时，张靖也提出，中国乳
制品市场正在发生消费升级、健康

产业链上推动创新的引擎，促进全产
业链创新。 如鼓励龙头企业设立
“
产
业创新研发实验室”， 精准服务于产
业，政府予以税费、资金、政策的支
持。 通过龙头企业，加强技术人才的

升级的快速变化，乳制品行业的科
技创新能力还不能满足消费市场需
求，我国乳企与国外顶尖企业在创
新能力、创新速度方面客观上仍存
在差距。
冷友斌建议，乳企应该建立生

培养，建立产学研共享平台，突破具
有产业共性的关键性技术，以实现产
业的整体提质增效。
李翠枝认为，顺应“大食品”
发展趋势, 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饮食需求和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

态循环模式，前者对环境负责，后者
对品质负责。 大力推动农畜牧业生

分之间的矛盾, 就必须加快实现产
业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鼓励大型

态循环模式发展，可以促成相关产
业与当地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达

龙头企业持续创新、 不断攻克技术
难题、大量培养优秀人才，发挥其引

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应双赢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 鼓励企业积极实践，

领和带动作用， 帮扶产业链上下游
的中小企业发展， 让我国从食品大

实现种养一体（粪污 + 秸秆）的生

国向食品强国迈进。

绿之韵：潮起新时代 扬帆正当时
2018 年 国 家 指 出 ：“加 大

项目， 到帮扶各类贫困群体的

精准脱贫力度。 深入推进产业、

“梦想照进现实” 公益救助、

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

“绿跑” 大型公益计划等系列

作为湖南本土企业，绿之韵

绿之韵集团捐赠了价值 20 万元

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脱贫回报桑梓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激发

主题公益活动，坐落于湖南长

集团始终把企业自身发展和全

的专用校车，确保孩子们上学的

脱贫内生动力。 要健全社会救

沙的绿之韵集团在发展实业的

省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安全。

助体系， 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

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断

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安化县江南镇黄石片区总

展。 ”从面向女性的“关爱贫困

加大“造血式”产业扶贫力度和

设，不断壮大企业实力，积极主

面积 32.62 平方公里， 总人口

母亲”项目、“妇女免费筛查”项

准度， 大胆探索现代公益新模

动回报桑梓。

6732 人，贫困人口 1453 人，2014

目、面向青少年的“绿 + 关爱”

式、新方法，走出了一条绿色、

湖南安化县冷市镇胡家村

年农民纯收入 2495 元， 仅为全

项目、“绿韵圆梦·书香助学”教

健康、 可持续的民营企业发展

地处大山深处， 交通极其不便，

县平均水平的 40.18％。 2015 年

育扶贫项目、“致公·绿之韵班”

之路。

基础设施陈旧落后，大多数村民

7 月，湖南省绿之韵公益基金会

的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为

捐资 30 万 元 帮 扶 安 化 县 江 南

此，绿之韵集团斥资几十万元多

镇黄石片区村组建设水、电、道

次为村里修桥铺路，协助援建了

路和学校等基础设施， 解决当

立业为民 绿色经济引领产业腾飞
“五千年历史长河里沉淀

天然、健康和养生理念，以产学

胡家村村委党支部活动中心，并

地村民文明、 致富和开放的迫

和精炼的中医养生文化是中华

研结合 为 模 式 先 后 与 南 京 大

为广大村民们架设了电网和互

切需求。 同时，公司针对帮扶所

民族亮给世界的名片， 它不但

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

联网，大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活

在村点建立了相应帮扶机制。

是中华民族文化灿烂的组成部

药研究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等

条件。 安化县冷市镇大桥学校地

另外， 除了帮扶家乡安化建设

困难，帮助家乡困难群众建立脱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未来，绿之

分， 同 时 还 是 世 界 文 化 的 遗

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达成

处武陵山片区，是一所典型的山

水、电、网络、道路和学校等基

贫希望，寻找致富方法，努力使

韵将继续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履

产。 ”这是绿之韵集团董事长胡

战略合作，聚集了一支高端产

区农村学校。 全校学生来自冷市

础设施， 公司还积极推动输血

企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邻里乡

行企业责任，为精准扶贫攻坚战

国安在创业之初的感慨。 他清

品科研团队，打造出“韵宜生”

镇大桥管区（原大桥乡）13 个行

式扶贫向造血式、“互联网 + 三

亲们。

助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

楚地认识到， 作为民族企业的

“绿韵兰茜”“享居” 等具有较

政村，半数以上的学生家里离学

农”扶贫模式转变，尽最大努力

“大 力 实 施 好 乡 村 振 兴 战

精神和民族魂不能丢。 绿之韵

高市场辨识度和影响力的产品

校在 5 公里以上。 2012 年 9 月，

帮助解决家乡安化扶贫的实际

略，对解决好‘三农’问题，将起

团董事长胡国安说道。

的创立 为 他 找 到 了 一 个 突 破

品牌。

助、医疗卫生、修路饮水、养老

业 基 金 捐 赠 3000 万 元 促 进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绿之韵集

融爱于行 绿色韵律润泽四方

口， 不仅落实了国家三农产业

产业富民，回馈社会。 绿之

的政策， 更能充分利用湖湘之

韵集团紧紧锁定“三农”产业，

地丰富的本土资源， 切实带动

着重于提升农民种植产品的高

“关爱生命、回馈社会”是绿

徽、四川、内蒙古、河北、山东、

当地经济发展。

附加值。 无论是螺旋藻，灵芝还

之韵人追求的永恒目标。 在市场

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全国大部

医疗等多个领域，如：陆续投入

“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

2003 年，绿之韵集团进驻

是其他中药材， 绿之韵集团通

经营实践中，绿之韵集团结合自

分省市区，覆盖全国 60 多个区

1000 万元开展贫苦大学生“树

展和社会进步。 15 年来，绿之韵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注册资

过高科技加工，生产出保健品、

身的行业属性， 将企业文化、社

县；15 年为爱行走，湖南省绿之

人行动”，投入 300 万元在全国

集 团 累 计 捐 款 捐 物 达 6700 多

金 1 亿元， 形成了以保健美容

健康食品、护肤品等系列产品。

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的经营里，使

韵公益基金会与中华慈善总会、

各地开展“绿韵圆梦·书香助

万元， 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
广泛好评。

产业为龙头， 集生物制药、种

为保证原料质量， 公司兴建了

公益成为绿之韵发展战略的一

北京博爱妇女发展基金会等机

学”活动，向中华慈善总会贫困

植、酒店、房地产、教育等多元

广州市护肤品生产基地、 长沙

部分。

构紧密合作， 建立了常规化公

母亲救助项目“援助千名贫困

潮起新时代， 扬帆正当时。

化产业结构为一体的现代化高

国家生物产业园保健品生产基

2006 年 7 月， 绿之韵集团

益援助机制；针对贫困母亲、贫

母亲爱心活动” 捐赠爱心款项

只有能为社会、 为人类创造价

科技企业。“
运用现代科技将中

地、 江苏天目湖微藻研发生产

设立“绿之韵慈善基金”。 2015

困儿童、 贫困学生等需要帮助

300 万元，用于全国贫困母亲救

值、分享价值的企业，才能基业

华五千年养生文化发扬光大，

基地、 湖南益阳中药材种植生

年该慈善基金升级为“湖南省

的群体成立专项帮扶项目，为

助； 捐资 300 万与北京博爱妇

恒久，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置

为解决人类亚健康服务”是绿

产基地、 井冈山灵芝种植基地

绿之韵公益基金会”。 15 年风雨

爱行动。

女发展基金会合作开展的“关

身新时代，面向于未来，绿之韵

之韵集 团 的 使 命 。 自 创 立 以

等多个种植生产基地， 完成了

兼程，11 所希望小学、400 多场

截至目前， 绿之韵公益基

爱贫困母亲”行动，捐资 700 万

集团仍将坚守人类同享健康、快

来，绿之韵集团始终坚持“以

农民种植的产品价值“升值工

爱心活动、60000 名绿之韵爱心

金会已经踊跃参与了 100 多项

元在湖南湘西、 怀化、 益阳为

乐和幸福的美丽梦境， 在追寻

产品为导向” 的发展理念，所

程”，具有重要的产业意义和社

志愿者， 绿之韵人的公益足迹

品牌公益慈善项目， 项目涉及

30000 名城镇低保妇女提供免

“中国梦、绿之韵梦”的征程中，

推出的产品都紧紧围绕绿色、

会意义。

遍布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安

赈灾济困、 兴教助学、 孤残救

费检查服务， 向湖南省光彩事

不断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