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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精深加工
向延伸产业链要效益

河南枣花面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枣花面业”）位于粮
食核心主产区小麦生产基地西
华县，是一家集小麦面粉、小麦
麸皮、小麦胚芽、小麦淀粉、谷
朊粉、谷朊粉制品生产及污水
处理、沼气发电于一体的低碳
环保型现代化农副产品深加工
企业。公司年加工小麦 20万
吨，年产小麦粉 15万吨，其中
优质小麦专用粉 5万吨，年产
优质小麦淀粉10万吨，谷朊粉
2.6万吨，利用产业链实现清洁
能 源 年 发 电 量 1000 万 度 。
2012年至今，枣花面业连续10
年被省政府认定为河南省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枣花”
牌注册商标被认定为河南省著
名商标。

多年来，该企业围绕“以农
为本、服务三农、共同发展、共
创和谐”的企业宗旨，致力打造
全产业链条式发展，形成具有
枣花特色的新型农业产业化发
展模式，呈现出企业做大做强，
农民增收，财政增效，多方共赢
的良好局面，在支持乡村振兴，
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
起到了引领作用。

优粮优产：“七统一”种植优质小
麦20万亩

通过“政府引导，企业推动”的方式，枣花面业
落实“企业+合作社+农户”举措，发展优质小麦连
片种植20万亩。枣花面业先与合作社签合同，合
作社再与农户签合同的方式，在经营过程中根据
农户种植情况，实行农户自愿参与合作。

在具体的种植过程中，枣花面业采取“七个统
一”：统一安排种植计划、统一提供优质粮种、统一
进行技术指导及培训、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购买
保险、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收购。利用企业加工机
制，通过合作社与种植户统一签订订单合同，以每
斤高出市场价 0.1 元的收购价集中收储订单粮
食。

另外，枣花面业积极与保险公司对接，为每个
订单客户统一购买种植险，如遇自然灾害等意外
情况，确保农户有较为可观的固定收入。

枣花面业董事长孙广才说：“通过订单模式，
企业可以做到优质粮食大规模集中收储，优质原
材料供应得到保障，产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企
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强；农户在提升农田管理水平
的同时也直接增加了种植收入。按照种植规模
20万亩，每亩平均产量1000斤计算，至少可增加
农户收入2000万元。”

优粮优加：抓住政策机遇提升专
用面粉加工能力

2020年 12月 28日，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省财政厅批复枣花面业公司落实西华县优质
粮食工程项目，项目总投资 3060万元，其中财政
补助资金847万元。

枣花面业紧紧抓住这一政策机遇，对现有面
粉加工设备及工艺进行改造提升，优化面粉产品
结构，提升专用面粉加工能力，以优质小麦为原
料，生产高档优质面粉及小麦淀粉，小麦谷朊粉，
通过发展优质小麦基地、小麦深加工及提取副产
品、提升附加值等方面延伸加工链，实现优粮优

加。
据悉，这个项目年加工优质

小麦 30 万吨，生产优质专用面
粉 21 万吨，新增产值 7.2 亿元，
利税1650万元。

“现在枣花面业有四个厂
区，小麦加工成面粉，面粉深加
工成淀粉和谷朊粉，通过污水处
理产生沼气发电、产生大量颗粒
厌氧菌等方式，企业基本做到了
将一粒小麦‘吃干榨净’。”孙广
才骄傲地说，“全产业链发展提
升了产品附加值、知名度及市场
竞争力。按照规划，枣花面业的
年产值将在5年达到20亿元。”

优粮优销：加大投
资建设品牌和营销体系

市场经济，品牌的作用不容
置疑。枣花面业坚持绿色化、优
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四化”方
向，提升产品绿色化水平、优质
化水平、特色化水平、品牌化水
平。2020 年，枣花面业加大投
资力度，推动品牌提升和营销网
络体系建设，进行中国好粮油、
河南好粮油产品市场推广，拓展
线上天猫、京东、拼多多、阿里巴

巴电商平台直销店，完善线下渠道和物流配送功
能，提高“好粮油”产品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为了能给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枣花
面业在原有国内 18个省市、50多个销售网点和
10家国内知名食品企业营销渠道的基础上，持续
加强与三全食品、思念食品、康师傅、统一企业、今
麦郎、海天味业、国药集团、石药集团、健康元生物
等知名企业的合作，同时坚持两手抓，打造国内国
际市场双循环，着力开拓国际市场，巩固和扩大挪
威、荷兰、印尼等国外市场业务，实现产品出口创
汇，让枣花品牌驰名国内，叫响国际。

优粮优储：两千万投资保障“舌
尖上的安全”

优粮优储，是小麦加工确保原材料产品质量，
落实国人“舌尖上的安全”的重要保障。枣花面业
计划对现有16栋、容量13.6万吨标准化仓房实施
绿色储粮化工程，推动粮食仓储设施现代化。此
项目计划投资2040万元，5年内落实到位。

孙广才介绍，所谓绿色储量工程，即使用绿色
储藏装备、技术、方法，储藏绿色原料或者产品，达
到绿色储藏的效果，这是发展以粮食为原料生产
绿色食品的重要环节。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
立，粮食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对粮食品质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粮食在储存流通环节保持
其品质新鲜，控制和减缓粮食品质劣变，不用或者
少用化学熏蒸药剂，为消费者提供品质新鲜、无公
害、安全可靠的绿色放心食品。枣花面业的绿色
储粮化工程将加快科学保粮、绿色储粮适用技术
的推广应用，优化设计，提升绿色储粮功能，推进
粮库规范化、精细化管理，从而确保为消费者提供
放心粮、品质粮。

孙广才说：“坚持‘三链同构’‘五优联动’，推
动粮食行业高质量发展，省、市、县粮食和物资储
备部门及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对我们来讲，既
是机遇，又是责任。今后我们将紧紧抓住政策机
遇，乘势而为，顺势而上，主动担责，履职尽责，狠
抓落实，在推动粮食行业高质量发展、支持乡村振
兴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李若凡）

2020年

●企业产值 7.6亿元，利
税 2600万元

●年带动优质小麦种植
20 万 亩 ，农 民 增 收
2000万元

●同时积极开展精准扶
贫工作，产业扶贫 268
户，金融扶贫 820 户，
群众增收
210万元

枣花面业董事长 孙广才

稳步推进“五优联动”
提升粮油产业竞争力

2020年

●企业产值 9.27亿元，
利税 5000万元

●年带动优质油料种植
18 万 亩 ，农 民 增 收
3600万元

●同时积极开展精准扶
贫工作，产业扶贫 867
户，金融扶贫 62 户，促
进贫困户
增 收 105
万元

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正康粮油”）在河南省乃
至全国的粮油市场都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芝麻油生产规模
和销量均居全国前列，芝麻饼粕
加工处于全国垄断地位。

正康粮油位于中国（驻马
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主
要从事芝麻、花生等油料作物新
品种引进、新技术推广、新工艺
研发、新产品生产等业务，是一
家集科、农、工、贸于一体的技术
密集型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不仅如此，这家土生土长的
河南企业还与中粮集团、中储粮
集团、恒顺集团、益海嘉里集团、
永辉集团、正大集团等国际知名
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正康粮油的主导产品是“芝
心坊”牌芝麻香油、花生油等，凭
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超高的品
牌美誉度，该公司先后荣获“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
放心粮油示范企业”“河南省放
心粮油加工企业”“河南省粮油
加工企业综合实力 30强”“河南
省食用油加工企业 10强”“河南
省芝麻油精深加工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河南省企业技术中心”
等称号，并通过了 ISO9001、ISO22000 体系认
证。

为确保食品安全，部署全产业链战略，正康粮
油把“三链同构”原则贯彻到原料种植、收购、储
存、加工、销售的每一环节里，实现“食品安全可追
溯，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控制，从而在形成
安全、营养、健康的食品供应过程的同时，真正实
现了企业的快速成长与高质量发展。

“五方参与”共同建设优质原料
基地

正康粮油董事长徐国良介绍，该公司和省农
业科学院，采取“科研单位+龙头企业+基地+农
户”的管理形式共同建设优质原料基地，形成专
业、产业相互促进，科研院所、种植基地、加工企
业、种植合作社、农户共同参与的产业化发展新模
式。通过引进推广高产优质专用品种和模式化栽
培技术，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流转出的土地实
施规模化、专业化、科学化、集约化经营管理，促进
基地规模快速壮大，推动优质油料面积逐年增加，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建设，壮大
第一产业。

同时，该公司建立企业采收标准，直接从农户
手中收购优质原料，不但有效的帮助农民售粮、解
决售粮难的问题，还有效地减少了优质原料收购
的中间环节。

徐国良说：“目前的芝麻、花生收购中间环节
过多，这样层层抽利最终从农户到加工企业至少
有 10%的差价，甚至更高。如果公司直接参与收
购，将中间的差价分配一部分给农户；并且在芝
麻、花生种植时给出不同品种收购的总需求量和
指导价，供农户在种植选种时有目的的选择，既防
止过剩种植，使农户增收，还能有效节约一部分生
产加工成本。做到专种、专收、专储、专用，实现优
质优价，返利于民，拉动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提
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形成‘为加工而种’的结构，增
强农业供给活力。”

实施加工升级，引
领食用油行业发展

据悉，近年来，正康粮油通
过实施“玉米胚芽油智能化生
产项目”，引进和采用国际行业
领先的清理、压榨、浸出、精炼、
灌装等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设
备，极大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智
能化水平；采用“六重保鲜”生
产工艺，从玉米颗粒出发，通过
当季新鲜玉米——原料保鲜、
智能筛选——筛选保鲜、控温
物理压榨——压榨保鲜、全程
自控精炼——精炼保鲜、分散
喷射充氮——充氮保鲜、GMP
工艺灌装——密闭保鲜“六重
保鲜”，层层把关，锁住油品的
营养成分及微量元素，让油品
更新鲜更健康。同时，增加食
用油品类和产能，进一步助力
提高我国食用油自给率，提高
附加值和优质产品率，引领食
用油行业发展。

为推动食用油研发工作，正
康粮油先后与省农科院芝麻研
究中心、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农
科院农副产品加工研究所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着手开展芝麻、

花生的研发生产。通过对食用油产品的加工及精
深加工的技术工艺改造，增加产品研发创新，提高
粮油系列产品的科技含量，节约粮食，提高营养膳
食的市场供给，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优质的粮油系
列产品。2019年和 2020年，正康粮油生产的“芝
心坊”小磨香油连续荣获“河南放心粮油”“河南好
粮油”荣誉称号。

开展品牌培育，实现品牌力提升

为了打造优质粮油品牌，宣传健康消费新理
念，正康粮油多方拓宽渠道，加强品牌传播；加强
质量管理，提高品牌价值；建立专业品牌队伍，实
现专业化运营。

徐国良说，正康粮油对现有品牌进行梳理、
识别和整合。构建品牌产品专用化，“芝心坊”定
位为全国粮油渠道大众品牌，“正康”定位为专用
品牌，发挥各品牌影响的合力。同时，该公司大
力发展“粮油+互联网”业务，将企业自有网站、微
博、微信等网络对外窗口相互链接，形成强大的
宣传网络，并利用微信平台独立营销的模式打通
新型销售渠道，将网上宣传、网上销售、网上文化
传播、网上信息交流等形成一个资源共享的整
体，挖掘消费者潜在的消费需求，精确定位消费
者的喜好，拓展企业销售渠道，提升企业品牌宣
传效应，加强企业品牌宣传，拓宽各品牌的传播
渠道。

他说，好的产品催生好的品牌，技术是产品质
量的保证，也是企业塑造品牌优势的重要支撑。
正康粮油通过增加科研投入及加强质量全程管理
来保障产品优质，巩固自身品牌的价值，严格按照
企业管理体系保障质量稳定。下一步，公司将以

“为人们提供安全、健康、营养的产品”为己任，遵
循“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产品精益求精、
质量一丝不苟、服务细致周到、求实开拓创新”的
发展理念，紧跟国内外农产品生产加工趋势，运用
先进生产技术、加工工艺，全力打造全球绿色农产
品商业旗舰，为我省经济发展和产业扶贫作出更
大的贡献。 （李若凡）

正康粮油董事长 徐国良

河南枣花面业有限公司 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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