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是由河南
日报食品工作室倡导发起，在河南日报领
导下并在省政府食安办及相关主管部门的
指导下，聚合政府企业媒体及专家力量，共
同发起成立的联盟组织。为充分发挥省级
党报、职能部门、知名企业、权威专家等在
食品安全领域的重要作用，河南日报和多
家知名食品企业勇担社会责任，整合优势

资源，形成合力支持企业良心生产，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与监
管部门配合沟通，积极传递正能量，倡导食品行业自律，维护
食品行业形象，推动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

知青村 1988 年开店，2003 年进入郑

州 ，1996 年 开 始 提 出 绿 色 餐 饮 ，向 社 会

承诺不用鸡精、味精，不用添加剂，建立

自己的生产基地。2010 年把绿色餐饮向

有机餐饮探索。 2010 年，开始和全国十

几家有机产品公司进行合作，保证消费

者吃到的每一道菜都是有机食品。知青

村坚持一句话：产品即人品，把客人当亲人。只有做到每

一道菜都是给自己亲人吃的，才会真正做出安全、健康、

放心的食品。

三门峡天瑞科技是 2003 年成立的一
个科技公司，河南乃至中国的 SOD 苹果起
源于天瑞科技。十几年来，天瑞科技就是
把寺河山的 SOD 苹果种好。寺河山号称
河南的小西藏，是种苹果最好的地方。只
有好的环境，才能生产出好的苹果。其次
就是要用有机肥，生物防治。SOD 苹果是
第一个在控制安全范围低残留农药使用方

面，在国内第一个有发明专利的。天瑞科技能够参与到河南
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就是希望通过我们带动大家一块发
挥好联盟平台作用，倡导食品安全，共同为食品安全作贡献！

“丰合大容”是河南省供销总社参与构
建的一家专注特色农产品发掘、整合、规范、
销售为一体的农业公司。从 2009 年至今，
共发掘了河南省 18地市 108个县 5000余种
河南名优土特产品，这些好产品不仅原材料
好、加工工艺好，同时蕴含河南地道的中原
文化。通过将近六年发展，公司全部商品都
有合格的质检报告。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

全联盟我觉得很有价值，但是我也有个想法，有个期望。希望
通过联盟，能够把政策制定、政府监管、市场需求和舆论宣传
有效结合起来，真正的接地气、干实事。

中鹤集团自 1995 年成立至今就把做
安全食品作为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这
条道路上，与很多优秀企业一样充满艰辛
和不易。中鹤集团在追求安全食品梦想的
道路上不再独行。2013 年 9 月份，中鹤现
代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依托中鹤集团建
设的两个国家级农业园区，双双落户中鹤
集团所在的王庄镇。今年 10 月份，中鹤集

团获得了国内最著名投资机构，深创投注资 1 亿元。中鹤集
团不仅一方面保证了中鹤现代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食
品安全，另外也对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南街村是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
化大型集团公司，下属企业 28 个，其中食
品企业占集团公司销售收入的 70%。30
年来南街村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始终坚持
食品安全大于天的信条，以生产合格产品
为底线，以做好产品为标准，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放心安全的产品。南街村在此呼吁：
所有联盟企业要担当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和

提高道德意识，良心生产，诚信经营，相互配合，共同应对，积
极传递正能量，维护好食品行业形象，推动食品产业健康发
展。

河南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是以生产面
粉、方便食品为主的粮食深加工企业，是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坚持以质量
是生命之本，服务是生存之道，市场是生命
之源的经营理念。公司在抓食品安全问题
时严把三关：小麦品质源头关，生产管理
关，物流配送安全关。河南日报健康食品
安全联盟的意义在于帮助生产者建立新的

文化价值观念，帮助生产者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接受消费者
和社会各界监督和认证，依靠全体成员的力量扬长避短，互
相学习，互相帮助，促进联盟成员的发展。

柳江公司作为河南省内最大的蛋鸡饲
养生产销售企业，目前在河南、贵州、北京、
三个地方共建 12 个基地，饲养数量将近
300 万只，每年近上亿枚的鸡蛋输送到老
百姓身边。保证蛋品安全让老百姓吃上放
心鸡蛋是柳江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食品
安全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不能只靠一
个方面去做，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

的成立，充分体现了政府，媒体，企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作
为发起单位柳江公司愿意和联盟其他成员一起勇担社会责
任，树立行业典范，为食品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的成立可
以有效打通专家、企业和消费者在食品安
全风险交流的信息通道。省食品质量安全
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集食品企业诚信
体系建设认证、食品企业标准评审、食品检
测、食品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机构。食品
安全的风险防范时刻不能放松，对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的严管、严防、严打不能有丝毫

的手软。我们愿意同大家一道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服务政
府、服务企业、服务消费者开创我省食品安全新局面作出积
极的贡献。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88 年，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家
大型现代化农牧企业集团。多年来，雏鹰
致力于打造从养殖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安全
体系。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对企
业来说是一个学习交流，信息沟通，信息共
享的平台。让国人吃上安全肉是雏鹰农牧
集团的核心价值观。我相信通过大家共同

努力，通过有正义感的媒体参与，通过各监管职能部门监督
和专家指导，河南的食品企业会把“安全”落实到完整产业链
生产的每一环节，并贯彻在企业的长久发展之中。

君源有机农场是君和投资集团下属的
生态农业项目之一，主要生产最高标准的
有 机 蔬 菜 和 生 态 养 殖 。 君 源 有 机 农 场
2012 年成为河南省第一家通过欧盟有机
认证的有机蔬菜生产园区。2013 年通过
了欧盟和中国双重有机认证。君源有机农
场以有机蔬菜开始，给自己的蔬菜设计了
零激素、零农药、零化肥、零转基因、零残留

五零标准。真正坚持良心产业，良心企业，道德企业，责任行
业。君源有机农场作为联盟的发起人，希望同各方共同建立
信息互通平台。

我做牛奶今年第 18 年。三剑客 18 岁
生日那天，我们奠基了益生菌乳品车间，成
立了三剑客农业股份公司，我们的品种、产
量、品质、经营和业绩都敢于公开。我们就
做一种奶，做给自己妈妈和孩子喝的好牛
奶。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食品安全重要讲话以后，我们充满信心
地看到，食品界的春天来了。我坚定地认

为，只要好产品出来，老百姓一定会买账。今天恰逢其时，健
康食品安全联盟应运而生。我们加入到这个联盟，我们公开
承诺，我会一直摸着良心做好产品。

河南日报主张发起联盟的成立，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充分发挥党报优势，体现党报责
任。作为发起单位和媒体责任，我们一是支
持，二是服务。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不
仅要传播好食品安全和食品行业的正能量、正
声音，更要踏踏实实地为食品行业服务。为
此，从联盟初期的筹备、主题拟定、活动组织都
经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具体指导，确确实实地把

每一个主题与食品行业发展的需求、呼唤和实情紧密结合起来，
真正为企业发展，行业发展做实事，联合知名企业共同携起手来，
共担社会责任，共同努力为食品产业发展作出贡献。

河南是畜牧业大省，2013 年畜牧业产
值达 2486 亿元。省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检验中心，也加挂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测试中心（郑州）和农业部畜禽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两个牌子。河南
日报牵头成立健康食品安全联盟有很大的
探索和现实意义。特别是我省知名企业积
极响应参与，在行业内起到引领作用，通过

联盟能把好的行业经验推广和示范，将是对食品安全工作很
大的促进，并积极引导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科学认识，理性消
费，促进食品产业健康发展。

健康食品联盟的成立可以让大家携起手
来共建食品安全大业。作为农业大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尤为重要。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需要向改革要动力，必须依靠社会各方
面的力量。这个联盟的成立实际上就是在用
改革的方法来破解难题。实践证明，搞好“三
品一标”生产是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
重要抓手。截至目前我省有效期内的“三品

一标”达到2500多个，有1500家企业做这项工作。希望我省的
企业要更加努力规范生产，诚信经营，争取早日加入到“三品一
标”的队伍行列，为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作出贡献。

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从形式上
和内容上都是一个极大的创新，架起了监管
部门、企业、消费者沟通的桥梁，会增加更多
更大的正能量。省卫计委有 50多年的食品
监管经验，目前有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
风险检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以及风险交流
三大专家库。主要承担食品安全标准制定、
修订，标准的跟踪评价以及食品安全的风险

检测、风险交流等相关工作，是政府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部
门。我们更愿意通过技术专家团队为河南的企业做好服务，
使我省的企业做大做强，为河南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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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百姓关注的

最大民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

出，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

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我省是食品工业大省，食品工业产值占全国的十分

之一，不仅保障超过一亿人口的食用需求，也是面向全

国、全世界的食品重要输出地和投资市场。近年来，省

委、省政府把食品安全作为全省的发展大事、民生大事、

立省大事来抓。郭庚茂书记曾表示：食品安全问题不但

牵扯企业信誉，更重要的牵扯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

全，要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来看待这个事情。

企业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需要积极倡导尚德守

法，诚实守信，坚守道德底线，严守法律红线，带头维护

行业自律，树立行业形象，承担社会责任，恒心立业，专

心干事，诚心经营，良心生产，为全国人民群众生产出健

康放心、营养优质的好产品。

《河南日报》作为河南省委机关报，有责任倡导

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形象，宣传科学知识，推动产业

发展，河南日报食品工作室联合知名企业共同发起

成立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聚合政府、企业、

媒体、专家等各方力量，打造互联互通的食品安全风

险交流新渠道，信息共享、贸易对接的新桥梁，为确

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和我省食品产业健康发展

贡献力量！

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

2014年11月21日

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在郑州成立

共担责任为食品产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河南日报联合 10家知名食品企业共同发起，50家食品企业现场见证

11 月 21 日，由河南日报食品工作室倡
导发起，在河南日报领导下并在省政府食
安办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聚合政府
企业媒体及专家力量，河南日报健康食品
安全联盟在郑州成立。

省食安办、省食药监局、河南日报社、
省农业厅、省卫计委、省畜牧局、河南农业
大学、省科学院等相关单位到会指导；雏鹰
集团、君源有机农场、南街村集团、斯美特
食品、三剑客奶业、中鹤集团、柳江公司、天
瑞科技、知青村 10 家发起企业以及省油脂
协会、郑州市肉类协会和 50 家食品企业齐
聚郑州，发起和见证联盟成立。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
王俊本在致辞中提出，作为河南省委机关
报，有责任有义务发挥党报优势，聚合各方
资源，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营造食品安全
良好舆论环境，树立食品行业良好形象，推
动食品产业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省食安办、省食药监局新闻宣传处处
长卫跃川在成立仪式上表示，河南日报健

康食品安全联盟的成立是我省食品行业的
一件大事，希望联盟积极维护成员的正当
利益，加强联盟的监督自律，服务好河南的
食品行业，努力让全省人民吃上安全放心
的食品。

省卫计委、省农业厅、省畜牧局等监管
部门领导，河南农业大学、省科学院相关专

家对食品安全现状进行交流发言。雏鹰集
团、南街村集团、中鹤集团等 10 家发起单
位共同呼吁：食品行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诚信经营，良心生产，坚守法律红线，坚
守道德底线，着眼长远打造河南食品优秀
品牌，为河南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 陈天恩）

共同创建河南日报健康食品安全联盟的倡议书

河南日报健康食
品安全联盟的成立是
我省食品行业的一件
大事，是河南日报等
发起单位勇担社会责
任的具体体现，是社
会各方多元联合，实
施食品安全社会公正
的创新探索。食品安

全联盟的成立将有利于社会力量整合释
放，由分散的单兵作战走向联合发展道
路。对于食品安全发展实现信息资源共

享，加强行业自律，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水
平必将起到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作为省食安办、省食药监局，在新闻
宣传方面，我们支持各类新型协会，新型
联盟的建立和发展，倡导运用媒体正面引
导舆论，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权威信息，提
高治理工作的透明度，打好新闻媒体宣传
舆论的主动仗。我们希望联盟认真贯彻
好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精神，落实好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推进各方交流与合作，致力打造食品优秀
品牌，整体推进食品行业的发展。

河 南 日 报 健 康

食 品 安 全 联 盟 成 立

有 着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 。 食 品 安 全 关 系

国计民生，直接影响

着 一 个 产 业 的 发

展。因此，整个社会

整 个 行 业 需 要 正 能

量，需要食品安全正面的呼声。

但是，很多食品安全问题需要科学

的认识。比如，食品当中含有有毒有害

物 就 一 定 不 安 全 吗 ？ 有 一 个 量 的 问

题。食品当中检测出有害物品就是生

产商的问题吗？不一定，也可能是营

养、原料、运输、包装等出了问题。还有

很多食品安全问题的例子都是这样，所

以食品安全问题要用科学的眼光，科学

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来认识，河南日报

倡议发起的联盟，专家队伍要义不容辞

地参与，充分发挥专家智库作用，发挥

科学界的力量为食品安全积聚更多正

能量！

食品安全问题大于
天。我省是农业大省、食
品工业大省和消费大省，
区位优势突出，原料资源
丰富，消费市场巨大，河
南省的 GDP 今年将达 3
万多亿元，食品行业占了
1/3。因此，食品安全对
于我省更是天大的事。

作为河南省委机关报，就要围绕省委的
中心工作来做宣传。在联盟的支持下，河南
日报要大力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倡导健康安

全理念，营造食品安全氛围。同时，要积极
弘扬食品安全典型的企业，典型的人，典型
的事。让大家联起手来共同维护食品安全
的大环境。

联盟将联合监管部门、知名企业、权威
专家等力量，倡导社会责任，直面食品安全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研究好主题，策划好内
容，举办好活动，形成合力支持企业良心生
产，诚信经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与监管部
门相互配合沟通，积极传递正能量，倡导食
品行业自律，维护食品行业形象，推动我省
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党报优势 推动食品产业健康发展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 王俊本

单兵作战走向联合发展道路
省食安办、省食药监局新闻宣传处处长 卫跃川

义不容辞为食品安全积聚正能量
河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赵改名

汇聚各方资源释放更多更大正能量
省卫计委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处处长 李红星

真正为食品产业发展做实事求实效
河南日报专刊处处长 赵志刚

引领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省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检验中心主任 班付国

携起手来共建食品安全大业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副主任 樊恒明

食品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省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王永

发展生态养殖 践行食品安全
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侯五群

后起之秀 厚积薄发
君源有机农场副总经理 赵利静

摸着良心尽最大努力做出好牛奶
三剑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向阳

中鹤模式 成就中鹤梦想
中鹤现代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柴鹏军

质量求生存 信誉求发展
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保杰

严把产品三关 铸就良心生产
河南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陶东来

小鸡蛋，做出食品安全大产业
柳江公司总经理助理 李磊

承担社会责任 维护行业形象
河南日报专刊部食品工作室主任 闫良生

深挖优质产品自然安全接地气
河南丰合大容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寇金柱

用科技把苹果真正做成“平安果”
三门峡天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杭天斗

提倡健康饮食 坚持有机餐饮
河南知青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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