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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
朝代最多、历时最长的城市。身
为十三朝古都子民的洛阳人，总
是在几经风雨起落的帝都中散发
着中国人最传统的淳朴、勤劳、善
良、本分与坚守。

海碧，一个让洛阳人耳熟能
详的名字，一瓶不起眼的小汽水，
却让洛阳人喝了三十年，难以割
舍。海碧，一个在中国市场经济
大浪淘沙中经历国有制改革，走
过无数高峰低谷依然蓬勃发展，
经久不衰的国有制企业。

当勤劳坚守的洛阳人，遇上
三十年如一日用深情厚爱为家乡
人生产饮料的海碧，二者之间又
会有多少触动心弦、挥之不去、讲
不完的故事呢？

从康乐风到海碧情，创
新超越中无处不在的是
Happy

海碧来自于英文名字Happy。
记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季

早晨，和同事一起走上洛阳大街，与
晨起的人们一起涌进牛肉汤、包子
铺，享受洛阳“舌尖上的Happy”。

“老板来一瓶海碧！”“别忘给
我拿瓶海碧！”类似这样的嘱咐语
不绝于耳。

当记者入乡随俗，要了一瓶
海碧时，不觉打量了起来。翠绿
的玻璃瓶，打开瓶盖，伴随“噗”的
一声，涌出丝丝凉意。一根细细
的吸管插入，吸口顿觉清凉酸甜，
心清气爽。就是这样一瓶小时候
才记起的汽水却俨然成为河洛人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追寻海碧的脚步，寻求海碧
的历史，颇有传奇色彩。

上世纪 80 年代初，洛阳市芳
林路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营小
厂（无线电二厂）因跟不上飞速发
展的电子技术而被迫转产。新组
建的领导班子经多方调查，选择了
食品加工行业，确定生产饮料、饼
干和糕点，经批准于 1982 年正式
挂出了洛阳康乐食品厂的牌子。

为了让企业开发出拳头产品，
实现生产出让人们健康快乐食品
的目标，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跑遍
大江南北请教专家，最终在上海正
广和汽水厂的技术指导下，高起点
开发了鲜桔汁汽水，并在1983年4
月首届牡丹花会期间推出，引起轰
动。该产品1984年至1986年连年
获奖。1986年获省优质食品证书，
1987年被评为全国饮料一类产品，
1989 年荣获轻工部优质产品称
号。随后开发的桔子原汁、巧克力
营养汽水、水蜜桃汽水也分别获得
省轻工厅优秀四新产品奖、省轻工
厅优质食品金龙杯奖、省优良食品
称号、市科技成果奖；同期开发出
的金鱼饼干、钙奶饼干、牛奶饼干
也连获省优、市优称号。这些获奖
产品被业界誉为康乐“七朵金
花”。一时间，康乐金花四处飘香，
洛阳九县（市）六区、济源市、三门
峡、平顶山、许昌、焦作及山西等
地，到处可见老百姓简称的康乐汽
水、康乐饼干，市场上刮起了“康乐
风”。“康乐”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随便问个经营者、路人，十有八
九都知道康乐食品厂的大名。

在康乐风刮遍整个豫西北之
际，市场上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
局面，有的小厂趁虚而入，纷纷模
仿康乐汽水的外形生产低质汽
水，以低价位悄然隐入销售渠
道。许多柜台台面上摆放着康乐
汽水，而柜台下却藏着低质汽水，
消费者稍不留神，就喝进了外形

酷似康乐汽水的仿冒产品。
为远远甩下仿冒者，1991 年

获青年企业家称号、时任副厂长
的郭耀里下决心研发一个具有市
场震慑力的高品质汽水品牌。他
带领人员，查阅大量资料，经千百
次配方试验，经众多消费者品尝
评论，一种适合北方人口味的新
型汽水终于诞生了。他们根据企
业要生产出让人感到健康快乐的
食品之宗旨，为它起了个动听的
名字——“Happy·海碧”，并以翠
绿色玻璃瓶为包装。

由于海碧口感清爽、外观新
颖，加之公司注重品质管理，一时
间声名鹊起。在1991～1993年全
国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中，国家
技术监督局对普通玻璃瓶碳酸饮
料产品质量进行了全国统检，在市
场上随时随地抽取样品，三年全国
的 合 格 率 仅 为 35.5% 、33.4% 、
37.2%，换言之，当时，全国每三瓶
汽水就有两瓶不合格。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海碧却一举成为连
续三年的全国统检合格产品，在河
南软饮料生产企业中，获此殊荣的
寥若晨星。随后，全国统检改为省
检、市检，海碧在各级技术监督局
近25年的屡次抽查中连续合格至
今。洛阳康乐食品厂也在2003年
进行企业改制后，正式更名为洛阳
海碧饮品有限责任公司，郭耀里成
为董事长、总经理。

海碧的诞生，在豫西市场又
刮起了一股海碧热。Happy 让人
们感到了快乐，海碧让人们尽享
清爽。

从河洛情到国民结，风
雨兼程中永恒不变的是质量

目前，在豫西北玻璃瓶饮料
市场上，海碧市场占有率保持在
80%左右，旺季日销饮料 100 多
吨，年销售总额近十年创造了年
均23%以上的增长速度。

面对海碧的传奇，郭耀里有一
句讲了30年的企管训言：“做食品
行业就要讲良心，让洛阳的父老乡
亲们喝咱生产的汽水——放心。”

“海碧从电子工业华丽转身，
化蝶重生，骨子里注重产品质量
的优秀传统始终在血液中流淌。”
该公司党委书记杨彬告诉记者。

海碧作为本土知名饮料品
牌，其系列产品经 30 年的精心培
育，屡获殊荣：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局授予“质量荣誉奖”，中国质检
协会授予“国家质量检测合格食
品”、“国际名优博览会金奖”、“河
南省消费者喜爱的名牌产品”，省
工商局授予公司“知名商品企业”
称号。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质
量，是海碧用良心打造的质量。

所有产品从源头到餐桌都可
追溯。企业建有严格的进货渠
道，筛选、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对
原料的品种、生产商、供应商都经
过严格筛选，对进货原料批批索
证、批批检验，从源头把好食品安
全质量关。

产品质量安全有预防性。自
海碧诞生至今的 30 年批批检验、
批批记录。以近乎完整的记录见
证了企业走质量之路的足迹。公
司对每一道品质控制、每一个质量
管理过程，都明确规定了第一责任
人和第二责任人。在生产中，从原
料购入、生产过程到销售环节，环
环有责任人，道道有监控者，为产
品的生产筑起了质量保证链，从根
本上保证了产品瓶瓶放心、瓶瓶合
格。公司化验设备齐全，化验员均
具有专科以上文凭，持证上岗。生

产操作及销售人员每年统一体检
办理健康证，设备清洗、消毒及维
护均严格准确操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为保证质量，该公司用先进的硬
件作保障。2009 年，郭耀里高瞻
远瞩，制定了公司今后的发展规
划，并最终选择了国内生产饮料
灌装设备的龙头企业——南京轻
机集团作为合作伙伴，为海碧定
制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速自
动化饮料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
投入，为海碧品质的进一步提升
提供了坚实的硬件保障，也为“河
南制造”注入了新活力。目前，该
公司有碳酸饮料生产线两条，一
条每小时生产30000瓶，另一条每
小时生产 18000 瓶。投资近 500
万元的公司配料系统更是一绝，
各种工艺管道从选材到布局，再
到安装均达到乳品级标准，仅糖
浆过滤系统投资就达178万元。

为了品质，一个汽水瓶灌装
前要经过21道高、低温冲洗，灌装
后还要经过严格的检验；为了品
质，公司累计投入 1000 多万元巨
资，新上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和检
验设备；为了品质，开放厂区，消
费者可以随时到厂内参观生产工
艺流程，监督产品质量。

领先的硬件与软件水平，确
保了海碧饮品的品质。这也是为
什么海碧总被仿冒，却从未被超
越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质量成就了海碧，是质量
让消费者爱上了海碧。在全国实
行食品工业生产许可证制度时，

该企业成为全市首批率先通过
QS 认证的企业；在国家技术监督
局开展的全国“质检邀您看企业·
食品安全大家行”活动中，成为全
市首选企业；现正筹备 HACCP 的
认证工作。海碧在各级技术监督
局近25年的屡次抽查中连续合格
至今。1986 年 4 月全国爱卫会主
任廖汉生亲临康乐食品厂调研，
并题词“卫生第一”；再接再厉的
康乐食品厂荣获了省卫生厅等12
个厅局颁发的贯彻《食品卫生法》
先进单位称号。

从大众化到品牌化，深植
草根中弥久醇厚的是乡情

记者在洛阳采访，洛阳的朋友
这样说：“我是喝着海碧汽水长大
的，如今在外地工作。每当喝饮料
时总想起海碧，那滋味老美了，每
次回洛阳都要喝上几瓶过过瘾。”

记者在街头采访，米皮店的老
板说：“来这里吃米皮的客人，男女
老少，十有八九都要一瓶海碧汽水，
不喝它，吃米皮就没味道。”

一位刚刚从国外归来的洛阳
籍留学博士这样评价海碧汽水：

“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品牌，它的影
响力不是催生的，更不是强加的，
而是自然产生的，是割不断的家
乡舌尖上的味道，是弥久醇厚的
浓浓乡情。”

绿瓶的原味汽水、淡绿色的
水蜜桃汽水、橙色的桔子汽水，走
在洛阳的大街小巷。洛阳的所有
汤馆、大排档都有海碧身影。

产品植根大众面不动摇，这
不仅是海碧战略抉择、差异发展、
夹缝生存的发展生态，更是海碧
用心深植草根，打造“国民品牌”
的成功之道。

“任何一个成功的品牌都离
不开人们的深厚感情。海碧面向
大众，服务草根，离不开浓厚的乡
情，离不开河洛沃土。”郭耀里说。

海碧汽水从它诞生那天起，就
把自己定位为大众饮品。为了适
合北方人的口味，海碧公司广泛征
求消费者意见，为本地区域研制出
独特的汽水口感，不仅让洛阳人乃
至河南以及周边的山西、陕西人都
喝得过瘾。30年来，无论市场物价
如何飞涨，海碧汽水从当初的三毛
钱一瓶，到现在的一块五毛钱一
瓶，让大家都能喝得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30 年
来，该公司正是坚持了海碧产品
面向大众的原则始终不动摇，让
海碧在风云变幻的市场大潮中处

惊不变，闲庭信步，不断壮大。也
正是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该公
司每开发一个新产品，都到市场
中去找课题，在消费者中找线
索。坚持微利经营，坚持让消费
者得到实惠，这已经成为海碧产
品定价的原则。明确了市场定
位，明确了营销战略，企业以全新
的理念广布销售网络，坚持代理
经营模式，结合市场变化，经常融
入新内容，不断策划大型活动回
馈消费者，完善合作方式，深化合
作关系，使厂商联合体关系日益
牢固。功夫不负有心人，辛勤的
努力，也使海碧系列产品走进了
豫西北城乡的千家万户。

业内人士曾这样评价海碧：
如今，喝海碧不仅成了洛阳人的
情结，伴随着洛阳制造向河南制
造、中国制造的升级，在洛阳已经
超越了品牌的海碧，正升华成一
种大众文化，一种和汤类、肉夹
馍、凉皮等一同代表了的大众小
吃文化，让人从小就喜欢，一直到
现在，成为人们餐饮的伴侣。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未
来，任重而道远。面对新形势、新
挑战，郭耀里胸有成竹地说:“一个
优秀的本土品牌，如果要永远传
承下去，成为百年品牌，除了依靠
企业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
能够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和
密切关心，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
注和鼎力支持。”他接着说，为了
把海碧品牌持续传承下去，企业
对品牌的未来发展作了长远规
划，推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扩大产能。该公司投资1400
万元的 30000瓶/小时碳酸饮料生
产线，已达到世界级饮料品牌在
河南灌装厂的生产线水平。

以人为本。通过培训，提高
了员工的综合素质，以培训和激
励机制挖掘人的潜力，提升了企
业的综合竞争力。

紧盯市场。该公司依托本地
坚果资源丰富的优势，经研发团
队多年精心研制，推出了以花生
等原料为主的植物蛋白饮料，已
经投放市场。

扩大销售。海碧以豫西北为
第一战场，逐步向其周边省份拓
展，打造全国知名品牌！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展望未来，郭耀里胸有成竹地说：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海碧
要常青，要铸就金牌品质，就要坚
持质量第一、坚持以技术创新促
品牌建设，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以报答顾客
的厚爱。”

一碗牛肉汤，一瓶海碧
汽水。这是洛阳市民的早餐

“标配”。
31年来，洛阳人无不感受

着海碧历久弥新的品质，目睹
这个老国企历经改革突破后，
依旧迸发的生机与活力。

最执着的不离不弃

从1977年大学毕业入厂
至今，这个供职37年的单位，
已化作王俊辅生命的一部分。

上世纪 80 年代末，海碧
前身康乐食品厂投资六七百
万元更新饼干生产线，受市场
发展所迫效益甚微，工厂由于
缺少资金几度陷入困顿，“最
难的时候，工资都发不下来。”
王俊辅回忆说，就在这时，年
富力强的郭耀里肩负重任，决
定“断臂求生”——放弃饼干，
专注汽水生产。

变“五指张开”为“握指成
拳”，海碧集全厂之力研发汽
水。1993年国家技术监督局
公布普通玻璃瓶碳酸饮料产
品全国统检结果，在合格率仅
有三成多的大环境下，海碧连
续三年全国统检合格。

即将退休的王俊辅说，
1983年4月7日，这个日期他
将永记，因为这是第一瓶汽
水面市的日子。

最认可的产品品质

经销商赵柏堂接触海碧
已有20多年，他说，海碧的品
质和信誉，是最受市场认可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海碧前身康乐汽水供不应
求，部分小厂纷纷模仿其外
形，以低价隐入销售渠道。海
碧并不以牺牲产品品质为代
价参与竞争，而是投入大量心
血，经千百次配方试验，培育
新品海碧汽水，因其口感清
爽，包装新颖一时声名鹊起。

1997年年产量已破万吨，
创历史新高。回想当时，赵柏
堂说：“其他汽水发愁没有市
场，海碧却愁没有货。”随后几
年，海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
每分钟产量从 36 瓶增加到
400多瓶，是最初的十倍之多。

最独特的洛阳味道

从最初的鲜桔汁汽水发
展到现在的三大类饮品，海
碧已成为洛阳市民不可或缺
的生活元素。

2003年改制后，海碧机制
理顺，发展活力十足，近十年
销量始终保持增速。凭借其
一以贯之的质量标准，海碧在
2011年被评选为“影响洛阳生
活方式大型品牌”之一。

29岁的崔楠就是喝水蜜
桃味的海碧长大的，如今在外
地工作，每次回洛阳第一件事
就是喝海碧。在“豆瓣”上的

“海碧汽水”话题小组，有这样
一段话：“在洛阳人眼中，‘海
碧’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佐餐
饮品，更是一种回忆，一种象
征。它和牛肉汤、水席一样，
都是只属于洛阳的味道。”

这，恰是洛阳人海碧情
缘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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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皓月 陈天恩

希望编织梦想，梦想催
生力量。30 年前，海碧带着
做出良心食品的希望由老国
企改制而来；30年来，海碧秉
承精益求精的精神，踏实立
业，真情守业，激情创业，品
牌力量在中原大地尽闪光
芒；今天，海碧怀揣打造百年
品牌之梦，不断追求卓越，向
着既定目标再出发！

精神传承：激活内生动力

市场竞争激烈，各路品
牌厮杀。海碧缘何能“一枝
独秀”？海碧董事长、总经理
郭耀里一语中的：“从老国企
时代积淀下的深耕细作、精
益求精的务实精神，是海碧
发展至今的传家宝。”

海碧前身是1958年成立
的老牌国有企业，经历多次转
产和改制，1982年开始涉足食
品领域，次年4月首批玻璃瓶
碳酸饮料正式上市。如今，海
碧在洛阳当地市场占有率超过
90%，近十年年均增长速度保
持在23%以上。

早在 1984 年，海碧为保
证产品质量，就已实行岗位
责任管理制，随后在全员质
量管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
产品检验追溯机制和全链条
生产监控机制更加完善，制
度延续至今并被有效执行的
背后正是精神的传承。

真情传化：激发创新活力

在海碧，从上个世纪七八
十年代效力至今的老员工多
达上百人，他们殚精竭虑，为
海碧奉献一生。员工为何如
此安心扎根企业？海碧有着
最朴实也最真挚的做法——

倾情打造“海碧之家”。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海

碧每年表彰先进员工，近年
来，海碧结合食品安全主题举
办“道德讲堂”等教育活动，在
增强企业与员工之间、员工与
员工之间情感交流的同时，企
业执行力、组织力、向心力、凝
聚力得以充分融合渗透。

近年来，入职海碧的硕士
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充实市
场策划和研发核心力量，常年
坚持到市场中寻找新课题，全
面激发老牌国企的创新活力，
成为海碧发展的源头活水。

郭耀里时常叮嘱员工：
“每瓶汽水都是给自己家人
做的。”以百姓利益为首，海
碧坚持做良心产品，以此赢
得大批消费者信赖。

梦想传递：点亮海碧魅力

三十而立海碧始终怀揣打
造中国品牌，百年品牌之梦。

谈及未来规划，郭耀里掷
地有声：“立足既有产品，精心研
制新品饮料；巩固洛阳及豫西
北市场，逐步向其周边区域省
份拓展，打造全国知名品牌！”

在海碧，对品质的坚持成
为习惯，每瓶海碧从原料到销
售，批批检验、批批记录，第
一、第二责任人双重把关，全
程监控，保证瓶瓶合格、瓶瓶
放心。正是对诚信和品质的
执着追求，海碧成为全市首批
率先通过QS认证的企业，在
各级监管部门25年的屡次抽
查中连续合格。

31年的品质积淀，海碧怀
揣让百年品牌之梦再出发，坚
定走“以质量保证口味，以诚
信赢得市场”的发展之路。

碧海清泉潮涌来
——从“文化海碧”领略老品牌魅力

【“海碧”文化】

洛阳人的海碧情缘

洛阳海碧饮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郭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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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河南消费者喜爱的饮料品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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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碧”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