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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灌装车间、地下酒库、

原材料库、储酒罐群、办公大楼，占

地面积500亩的酒鬼酒河南有限

责任公司（即酒鬼酒北方物流基

地）一期生产办公区已经建成并投

产，该公司以湘泉系列白酒的仓

储、配送、销售为主。

2012年 4月 5日，在新乡市

委、市政府和延津县委、县政府的

支持下，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与

于国奇所在的新乡市新平川酿酒

厂正式签约，组建了酒鬼酒河南

有限责任公司。从一片荒地到一

个现代化白酒灌装基地建设竣工

试生产，仅用了一年零七天时间；

酒鬼酒河南有限责任公司创造了

酒界的一个传奇。

问及酒鬼酒为什么把北方物

流基地选择在新乡市延津县，酒

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范震

告诉记者：“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所在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是中国少有的优质白酒产地。 但

是因其地处偏僻山区，交通极其

不便，公司每年需将几十亿元的

产品及时运出去，不仅运输成本

非常高，也难以做到对市场的快

捷反应。”“举个例子说，如果把产

品从新乡运到郑州，一瓶酒的运

输成本也就是5角到8角钱，但是

如果从湘西运到郑州，一瓶酒只

算运费就得4元钱。”酒鬼酒河南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国奇说。

得中原者得天下，经过一年的反

复考察论证，在于国奇“三顾茅

庐”诚意的打动下，酒鬼酒股份有

限公司最终把目光聚焦在了河

南。河南地处中原，就延津而言，

以该县为中心的方圆600公里内，

覆盖了北京、武汉、济南、西安、郑

州等十多个大中城市，消费人口

达五亿人之多。再者，河南是个

人口大省，也是白酒消费大省，河

南每年酒类产品的消费在全国占

了相当大的比重。

目前，该公司设有生产线 6

条，全部采用国内最先进的生产

设备和生产工艺。在自动调酒车

间，于国奇自豪地介绍说：“为保

证所生产的酒鬼湘泉系列白酒和

湖南总部的白酒品质完全一致，

我们全部采用了现代化自动调酒

系统，严格按标准对基酒、原酒精

确配比。此外，我们还建成了可

储存原酒万余吨的地下酒库，用

于模拟酒鬼酒公司总部白酒的洞

藏工艺和环境。”

酒鬼酒河南有限公司主要承

担湘泉系列酒的灌装和分包，主打

产品针对中低端市场。于国奇说：

“现在，白酒行业正处于低潮期，但

是今年10月我们在延津县仅用了

一个月就把湘泉酒产品铺开，销售

情况良好，预计春节前即可完成

1000万元的销售计划。”此外截至

2014年12月底，该公司已完成了

在河南省内17个县市的招商工

作，正在阔步向前发展。

新乡地处黄河北岸，光热资源充足，耕地

土壤以两合土和沙壤土为主，十分适宜花生

种植和生长，是全省乃至全国优质花生的主

产区之一。近年来，位于辉县市的华豫油脂

有限公司依靠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不断发

展，已成为我省最大的浓香型花生油专业生

产企业，并被评为“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

目前，该公司日处理花生米能力500吨，

年产花生油3.5万吨，拥有国内先进的花生油

生产线，是国内食用油知名品牌金龙鱼的代

加工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近年来，该公

司始终坚持技术创新和实施品牌战略，并将

其作为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公司副总经理韩小刚对记者说：“目

前，食用油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生产领

域，一个是分装领域。分装领域是指具备分

装条件的企业，自己到市场上买油，分装后销

售。然而由于自己不生产，这些分装企业很

难保证产品质量。但是华豫作为生产和分装

兼具的企业，却可以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控制，

从生产加工环节上保证油脂品质，以质量来

铸造品牌。”

华豫公司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近年来，该公司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从

原料选择、质量控制、成品储存等各个环节严

格把关，在生产过程中只榨取第一道花生原

汁，保持了花生的营养成分和内在质量，实现

了产品合格率100%，用户满意率100%的质

量目标，为铸就华豫品牌奠定了基础。“做企

业，就要这样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做，只有

这样，企业才能做大做强。”该公司董事长张

清安说，言语间透出了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朴

实和真诚。

此外，在技术创新方面，该公司经过10

多年的技术攻关，压榨工艺生产出的“华豫”

牌花生油无论在色泽、气味、滋味及内在质量

上，均已超过国家标准的各项检验指标。目

前，该公司的主导产品“华豫”牌花生油已被

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植物油行业协会和

河南省粮食行业协会授予“放心粮油进农村

进社区示范加工企业”荣誉称号。

采访结束时，谈及国内食用油的行业现

状和发展，韩小刚颇感忧虑，“目前国内除了

金龙鱼、鲁花、福临门等少数食用油大型企业

外，多数油厂仍然是小作坊生产，加之国内食

用调和油的配比标准制定太宽，导致目前档

次低、甚至劣质的廉价食用油长期占据市场，

而真正优质的食用油却未被消费者认知和接

受。这样的市场环境对企业的发展非常不

利，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去铸造品

牌，推动企业良性发展。” （鲍惠丹）

在中国速冻食品市场上，河南速冻食品

市场占有率高达60%，被誉为“中国速冻食

品基地”。近年来，一个新的速冻品牌：“笑

脸”正走进人们的生活。

“生活有笑脸，当然美滋滋”。河南笑脸

食品有限公司是河南省速冻食品重点企业

和郑州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目前，

该公司日总产能260吨，日生产面点能力

150吨，其主导产品手抓饼、馅饼、面点、包

点等速冻面点餐饮产品在市场上深受消费

者喜爱。

产品质量好不好，原材料是关键。近年

来，该公司通过企业＋农户的生产合作方

式，分别在荥阳、南阳等地建立供应基地，从

源头把控农产品质量。

如何在迅猛扩张的速冻行业中取得一

席之地？“笑脸是在郑州起步较早的速冻食

品企业之一，但我们力求与三全、思念拉开

距离，走出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并不生产

汤圆，而是致力打造速冻面点领导品牌。”

该公司总经理杨联芝对记者说，“产品质量

是企业的生命，尤其是对于我们食品企

业。为保证食品安全，我们要拿出生产药

品的要求来生产食品。”2010年，该公司斥

巨资在延津县建设了百亩现代化生产基

地。该基地的生产车间一律严格按照欧盟

食品药品良好操作规范要求，高起点高规

格建设，并采用国内外先进的专业速冻面

食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目前，基地的一

期工程已经完期，下一步还将建设万吨速

冻食品生产线。

在研发上，为提高产品竞争力，该公司

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先后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州大学、台湾中华美

食协会会员企业等高等院校及行业知名单

位建立了长期的研发合作关系，组建了一

支一流的专家研发团队。该公司凭借自身

拥有亚洲最先进醒蒸、制冷设备的硬件平

台及对关键设备持续的技术改造能力，倡

导“粗粮细作、食药同源、医食合一、健康饮

食、饮食养生”的产品开发理念，致力于开

发“区域性、民族特色”的面制食品。“下一

步，我们将加大对苦荞制品、墨西哥饼、台

湾粟饼等产品的研制投入与规模化生产力

度，让广大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我国

各民族、各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传统、健康

美食。”杨联芝说道。

目前，该公司产品已通过对欧盟出口食

品质量审验，其中“速冻面点”在2012年已

取得了进出口自由经营权。同时还在技术

上克服了速冻食品走不远的瓶颈问题，开始

将食品进行网上销售，将“笑脸”带到千家万

户。

（李海旭 鲍惠丹）

在新乡市商会大厦宽敞明亮的写字楼

里，设立着一条国内目前最先进的蛋糕生产

线，这就是新乡市新良捷成烘焙食品技术服

务中心。该中心是新良集团的子公司，也是

目前国内烘焙行业师资雄厚、设备最先进的

研发培训中心。

该中心全部采用欧洲进口烘焙设备，配

备实操培训室（中央工厂）、烘焙培训教室（饼

店），是国内首家全套从欧洲进口烘焙设备的

先进烘焙中心。近年来，该中心广泛与国际

上的烘焙培训学校、设备厂商以及国内的协

会、公会、教育联盟成员和专业院校合作，邀

请著名的专家、教授为国内烘焙行业的相关

企业讲授烘焙知识。中心先后被认定为“新

乡市优质麦专用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

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农业部全国农产品加

工企业技术创新机构”。

“我们的目标是将其打造为国内烘焙行

业内集技术培训、交流和新产品展示、推广于

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具有国际化水准

的烘焙研发基地。”新良集团董事长朱连良对

记者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近年来，新良集团

致力于中国高档食品专用面粉的生产、研发

与销售，不断加大研发力度，与河南工大、河

南农大、武汉工业学院等多所粮研院校合作，

先后开发出了5大系列40多个专用粉产品，

获得国家专利61项，填补了三项国际标准和

行业标准的空白。此外，集团先后与河南工

大、河南农大、武汉工业学院建立了长期的科

研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多所高校的科研实习

基地和毕业生就业基地。现产品已涵盖高

筋、中筋、低筋等5大系列的50多个品种。

目前新良面粉在云、贵、川等省已成为市场首

选品牌，也是省内外多所大专院校的指定供

应产品。同时也是国内达利集团、盼盼集团、

克明面业等十多家知名大型食品企业的供

应商。

“做食品就是良心工程，怎么去追求食

品的原生态，是我们长期追寻的目标。”朱连

良说。为此新良集团一直从源头进行把控。

目前该集团在新乡市周边县区拥有45万亩

绿色原料基地和2万亩有机小麦种植基地；

在中国著名优质弱筋小麦集中产区江苏设有

基地。并且为从源头上保证专用粉的高品

质，集团每年还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国家进口优质小麦。

新良面粉以其稳定的质量和充足的供货

能力，在全国粮油行业获得了较高的品牌知

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作为中国专用面粉企业

规模和产销量的四强企业之一、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新良集团未来的发展方

向是致力成为中国高档食品专用面粉供应商

和服务商。

新良集团

打造专业面粉巨头
□本报记者 李海旭 通讯员 鲍惠丹

研究发现，吃盐过多会增加患

2型糖尿病、中风、心衰、肾病、肥胖

等风险。然而，人们在吃盐方面还

存在多个误区。美国《医药日报》

近日载文，刊出美国心脏协会总结

出的“对食盐的4个常见误解”。

误解1.吃盐越少越健康。吃

盐太多（钠摄入过量）不利健康，但

是完全避开钠盐也会对健康产生

不良影响。通过食盐摄入足量的

钠有助于维持身体体液平衡，有益

神经及肌肉健康。摄入过少易导

致低钠血症，出现软弱乏力、恶心

呕吐、头痛嗜睡、肌肉痛性痉挛等

症状。

误解2.海盐比食盐含钠少。

美国心脏病协会一项调查显示，

61%的人认为，海盐比食盐含钠更

少。事实上，海盐与食盐的含钠量

相同，都为40%。蕾切尔·约翰逊

博士表示，虽然海盐富含镁、钾和

钙等微量元素，但是这些营养素也

可通过其他食物获得。

误解3.炒菜不加盐，钠就不过

量。美国调查发现，日常饮食中，

超过75%的钠来自加工食品。超

市中现成的汤料包、沙拉酱、罐装

或瓶装食品等都含有很多钠。食

物标签上“低钠”定义为“不超过

140毫克”，而“无盐”或“不加盐”也

并不等于“无钠”。

误解4.大量的钠只存在于食

物中。除了多盐食物之外，很多非

处方药也含有大量的钠。高血压

人群应注意这些药物标签上的警

示语。有些药物的钠含量甚至达

到一天的钠摄入量（1500毫克）。

（徐江)

俗话说，“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

要吃少。”早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在

新乡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乡亚特兰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致力于安全健康营养早餐的生

产加工，公司现已成为新乡市政府早餐工程

定点单位。

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早餐，亚特兰公司

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加工出了品质多样的早

餐：豆浆、米粥、肉包、素包、早餐奶、面包、鸡蛋

等。“我们的食品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使用

任何劣质原料来欺骗消费者。”该公司董事长

杜学德说，“我们使用的猪肉全部来自双汇，牛

肉来自伊赛，五谷杂粮来自中粮，鸡蛋来自附

近的养鸡场。”此外，公司还建有两个冷库，用

于肉类和蔬菜的保鲜和储存。在公司生产车

间，该公司副总经理胡友信指着一杯小米粥

对记者说：“我们的小米粥，全部采用天然原料

用蒸汽大锅熬制而成，喝着有一股淡淡的甜

味，而不是糖精的腻甜。”此外，该公司生产的馒

头也因口感好、香味浓、不含任何添加剂，在市

场上深受欢迎，现日销售量已达七万个左右。

生产出了安全健康的食品，可早餐工程

还应该便民，该怎么便民？亚特兰公司创新

性地提出了建立“5分钟购买圈”的快捷销

售网络，即每天早上，消费者从家门口步行

5分钟即可吃到健康早餐。为此该公司已

在新乡市区及原阳县城内设立早餐摊点

208个，仅新乡市区就有188个，在新乡市

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从解放路中心医院

到东站，不到3公里的路程，我们的早餐点

就有 12 个，而且平原路的早餐点会更密

集。”胡友信高兴地说。此外，为确保居民吃

上安全、卫生、放心的早餐，该公司购入14

辆配送车，对早餐点统一管理、统一价格、统

一服装、统一配送。

“但这些早餐点因没有遮风挡雨的地方，

受天气影响特别大。一旦遇上恶劣天气，不

但影响居民生活，而且还对公司造成严重损

失。”胡友信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该公司

联合城管局、规划局等多个相关部门到早餐

工程发展较好的北京、临沂、泰安等城市进行

考察学习，发现这些城市的早餐点都设有可

以遮风避雨、相对固定的早餐亭（车），2012

年该公司曾购进了一批外型美观的早餐车，

与市城管局和规划局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准备在新乡市上马。此事也被列为了新乡市

“2012年惠民十件实事”之一，但不知什么原

因，这项惠民工程至今迟迟仍未能审批通过，

无法落实。亚特兰公司的职工谈起此事，非

常无奈，希望新乡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能够重

视并尽早给予解决，把好事办好。

华豫油脂

脚踏实地 质量取胜

酒鬼酒

得中原者得天下

□本报记者李海旭

打造速冻面点领导品牌
笑脸食品

让市民吃上
放心早餐

□本报记者 李海旭 通讯员 郭华功

■消费警示

对食盐的常见误解

作为消费者，谁不愿意买到劣

质的食品，毕竟食品关乎到一个人

的健康，岂可儿戏？劣质食品犹如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人们在日

常购物时却难以识别，有什么方法

能够辨别伪劣食品？

笔者翻阅了大量的医学相关书

籍，也请教过相关的专业人士。大

家说法并不相同，但总的说来，可

以从下面六个方面着手加以预防：

一防“艳”。对颜色过分艳丽

的食品要提防，如咸菜梗亮黄诱人、

瓶装的蕨菜鲜绿不褪色等，要留个

心眼，当心在添加色素上有问题。

二防“白”。凡是食品呈不正

常不自然的白色，十有八九会有漂

白剂、增白剂、面粉处理剂等化学

品的危害。

三防“长”。尽量少吃保质期

过长的食品，3摄氏度贮藏的包装

熟肉禽类保质期一般为7~30天。

四防“反”。就是防反自然生

长 (或称为反季节生长)的食物，如

果食用过多可能对身体产生影响。

五防“小”。要提防小作坊式

加工企业的产品，这类企业的食

品平均抽样合格率最低，触目惊

心的食品安全事件往往在这些企

业出现。

六防“低”。指在价格上明显

低于一般价格水平的食品，价格太

低的食品大多有猫腻。

有此六招，倘能做到，相信你不

会再轻易买到劣质食品。（李春环）

怎样区分食品的优劣

河南笑脸食品有限公司是河南省速冻食品重点企业和郑州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目前，该公司日总产能260吨，日生

产面点能力150吨，其主导产品手抓饼、馅饼、面点、包点等速冻面点餐饮产品在市场上深受消费者喜爱。图为工人在面点生产车

间工作。 陈志远 摄

亚特兰食品

酒鬼酒河南有限责任公司可储存万吨原酒的地下酒库。莫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