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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2015商丘食品博览会隆重举行

冷谷红葡萄酒

商丘食博会大受青睐

本报讯（记者李海旭 通讯员王宁）11

月20日~22日，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河南

省食品工业协会的支持下，由商丘市工业和

信息化委员会、商丘市食品工业协会主办的

2015商丘食品博览会在商丘市体育馆隆重

举行。全国人大财经委原主任委员、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会长石秀诗，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刘治，商丘市委书记魏小东、市

长李公乐、副市长江文玉、政协副主席刘明

亮以及商丘市食品工业协会会长宋肃远等

出席开幕式。

李公乐在致辞中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各位来宾、客商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

向关心支持商丘建设、为商丘发展作出贡献

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商丘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

业是商丘的主导产业。近年来，商丘发挥资

源、产业、区位、交通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抓

住产业转移机遇，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一大

批食品工业项目落地，形成了食品门类齐全

的工业体系。特别是今年科迪乳业的上市，

对商丘食品产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带

动作用。但是，和先进地区、先进企业相比，

商丘食品产业规模还不够大，产业链还不够

完善，食品企业知名度还不够高，产品质量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举办此次商丘食品博

览会，为各企业提供了展示产品、寻求合作

的机会。

据了解，这是继去年之后，商丘市举办

的第二届食品行业展会。本期食品博览会

展区面积2万多平方米，参展企业800多家，

参会经销商5000多家，五粮液、杏花村、蒙

牛、伊利、康师傅、王老吉等国内知名企业云

集。江苏宿迁，湖北荆州，河南漯河、许昌、

鹤壁、驻马店等地组团参展。河南省电子商

务协会组织了26家电商企业开展应用对

接。展会期间，商家还携手阿里巴巴进行线

上线下同步展销，并且举办了多形式、多场

次的产品订购会、经销商联谊会。

近年来，民权胡集乡党委政府积极号召社会爱心人士开展“关爱农村留守人员、撒播爱心阳光”活动。郑州联邦豫盛食品有限公

司创业不忘回报社会，于11月28日到该乡看望留守儿童及孤寡老人，为该乡于楼小学的孩子们捐助了羽绒服、书包、文具等物资，为该

乡敬老院的老人们带去了棉衣、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捐助物资共计5万余元，为老人和孩子们带去了党和政府及全社会的关爱和温

暖，传递了社会正能量。图为爱心企业人员为民权县胡集乡于楼小学的留守儿童，发放学习用品和防寒棉衣。本报记者李海旭摄

11月15日，潢川县举办食品安全专题

摄影展，一位参展群众在精彩的摄影作品

前驻足拍摄。此次展出的近百幅作品，涵

盖了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种植、养殖、生产加

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等各个环节。

蔡丽陈宁摄

2015第二届商丘食品博览会11月20

至22日在商丘市体育馆隆重举行，来自河

南民权的冷谷红葡萄酒格外引人注目，广

受青睐。

为了进一步叫响冷谷红品牌，推进冷

谷红新品187ml系列、12星座等系列葡萄

酒，该公司精心准备，特别组织了模特产

品展示及十二乐坊节目演出，成为食博会

一大亮点。绿色健康的理念，优良高贵的

品质，典雅时尚的包装，无不显示着冷谷红

葡萄酒的雍容华贵和与众不同。冷谷红展

位前人山人海，现场品评者络绎不绝，纷纷

称赞，产品购买者接连不断。中国食品工

业协会有关领导、省酒业协会领导等参观

展位，品评了冷谷红美酒并给予很高评

价。11月20日晚，冷谷红还组织了大型品

牌战略发布暨新品推介会，细致深刻地诠

释了冷谷红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发创新工

艺，并介绍了冷谷红发展规划和营销战略

规划，将冷谷红品牌推向了新的高潮。

（崔娜陈宁）

近日，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2015年第12号通告，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气血双补丸因严重违法广告问

题被全省暂停销售并责令该公司限期整改。

据悉，该局在广告监测中发现,承德御室

金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气血双补丸在媒体

上长期刊播严重违法广告，利用患者名义和

形象为产品功效作证明,经多次公告并查处

仍继续发布，严重扰乱了药品广告发布秩序，

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负面影响。该局根据

《药品广告审查办法》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对严重违法广告涉及的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采取暂停销售措施工

作的通知》（国食药监稽〔2013〕45号）要求，

决定对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气

血双补丸采取暂停销售，限期整改的措施。

通告要求药品经营企业将该药品下架、

暂停销售，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对可疑

有质量问题的药品进行抽验并加大对药品

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对拒不执行本通告要

求继续销售该药品的，一律予以查封、扣押，

责令停业整顿。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要

求全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继续加大对药品、

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的监测力度，监督

落实暂停销售措施，发现问题及时报河南省

食品药品监管局。

据了解，为加强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广告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发布违法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行为，规范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发布秩序，维护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2015年以来，该局连

续发布了7期《违法药品 医疗器械 保健食

品广告公告》，涉及400条违法药品、医疗器

械、保健食品广告，并全部移送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依法处理。

（本报记者李海旭通讯员卫跃川杨国猛）

11月18日，河南黑蜘蛛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黑蜘蛛，

证券代码：834304)获批通过协议转

让的方式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

转让。黑蜘蛛本次挂牌上市的主办

券商为深圳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法律顾问为广东华商律师事

务所，会计事务所为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

黑蜘蛛作为传统企业的互联网

渠道专家，是联结传统企业和互联

网渠道的桥梁，是传统企业通向互

联网渠道的“+”号。黑蜘蛛针对传

统企业想拓展互联网渠道，但因没

团队、没方向、不专业的问题，开创

了互联网渠道专家模式。黑蜘蛛通

过多语种、多渠道、多平台、碎片化

的专家服务，帮助传统企业专业切

入互联网渠道，对接更多互联网渠

道资源。同时，黑蜘蛛建设了全国

首家提供互联网渠道专家服务的集

中交易场所——黑蜘蛛互联网渠道

交易所，通过平台化、集中化和专业

化服务，支持更多的传统企业借助

互联网渠道转型创新发展。

据了解，黑蜘蛛将把握登陆新

三板的机遇，发挥资本市场的力量，

进一步提升黑蜘蛛品牌影响力，不

断加大渠道和供应链资源整合力

度，吸纳更多优秀人才，进一步巩固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的综

合服务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把黑蜘

蛛打造成为全国知名且具备影响力

的互联网企业。（本报实习生陈宁）

11月19日，在宝丰县冯异醋业有限公司包装车间，质检员在检验产品质

量。近年来，该公司视质量为生命，严格实行产品质量一票否决制度。所生产

的冯异米醋以绿色小米为原料，传承古法纯手工工艺酿造，不添加任何食品添

加剂和防腐剂，以“色、酸、浓、醇、香”享誉全国，荣获国家合格评定质量达标放

心食品荣誉称号。产品畅销山东、广东、辽宁、新疆、北京、上海、河南、广西等

30多个省市自治区。 刘迎旭摄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所产

气血双补丸我省暂停销售

误区一 常温奶和鲜奶营养一

样。专家指出，常温奶采用的是超

高温灭菌法，即135摄氏度不少于1

秒的高温瞬时灭菌。这种方法在杀

死牛奶中的有害病菌的同时，也破

坏了牛奶中的营养成分。而采用巴

氏法杀菌的新鲜牛奶是在72摄氏

度至75摄氏度条件下将牛奶中的

有害微生物杀死，而牛奶中对人体

有利的营养物质能得以保留，因此

常温奶的营养成分和新鲜程度都不

及采用巴氏法杀菌的新鲜牛奶。

误区二 香浓就是好奶。眼下

市面上有些牛奶口感十分香浓，专

家认为，鲜奶的“本色”口味清爽纯

正，口味不同的牛奶是因为生产厂

家在牛奶中加了食品添加剂，满足

消费者口味上的需求，但这与牛奶

的营养价值无关。

误区三 只要是牛奶，质量都差

不多。专家认为，不同的牛奶厂商

在奶源、加工工艺先进性等方面都

存在差异，因此牛奶产品的差异也

很大。因此应尽量选择在奶源、加

工工艺等方面有优势企业的产品。

（张思楚）

选购牛奶三大误区

消费警示

互联网渠道专家黑蜘蛛
正式登陆新三板

创新型企业如何用人
□思域闭环管理创始人 薛海辰

管理咨询是深入到企业的内部去，陪伴、

帮助企业把战略落地。正好到了年底，我就

从很多企业即将要做的年度计划开始讲。

年度计划是一场内部“游戏”

通常企业的年度计划是依据去年的销售

数据。如果今年前景好，目标就增高，前景不

好，就会降低。如同赌博一样，设的增长量高

了，企业会担心进度不能实现，团队士气会低

落；如果设定的太低，企业又会不甘心。

因为我们把年度计划变成了一场博弈，

拟定年计划目标的工作倒没用很多功夫，将

目标压下去的工作量反而很大，遇到很多阻

力，且年年如此，这个博弈很难双赢。因为

内部“游戏”都是自己和自己博弈。大家可

以发现，用传统绩效管理评估团队、员工好

坏，其标准来自于对比自己的历史数据，还

是个只有自己的比赛。

许多企业讲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客户为

本，视客户为上帝，但最后年度计划目标却

是内部收入目标，这是个矛盾，企业收入是

顾客价值吗？另外以内部收入为目标，如果

这个企业收入增长20%，整个行业收入增长

30%，结果是赢还是输？顾客选择你了吗？

也就是说企业没有对照竞争对手，只是参照

内部数据衡量年度收入增长，则变成了内部

“游戏”。然而没有任何顾客会关心这个数

据，顾客关心的是产品的价值以及不可替代

性。顾客要求你参与外部市场的“游戏”，而

你却在一个内部“游戏”里。这样能继续下

去吗？

河南尤其缺乏品牌企业，很多在河南是

大佬的企业，放在全国就沧海一粟了。河南

以前是个增量市场，只要市场有需求空当，

就可以去做，玩一个自己的“游戏”，并且能

够越做越好，但在现阶段，会突然发现绝大

部分市场需求都有人做，只要有人做就有竞

争。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玩自己的

“游戏”已经无效。我们需要玩一个外部“游

戏”，与用户和竞争者一起玩的“游戏”。

数字“游戏”在消灭员工动力

企业内部，老板也会给员工一个内部“游

戏”玩法——从销售中得到提成，销售越多收

入越多，设立阶梯增长。这种激励是一场数

字“游戏”，也终会变成员工的被动交易：完成

业绩跟我没关系，是企业的事，我只是来承包

这件事，能完成就挣这份钱，如果完不成也无

所谓。因为企业目标是任务，而我的目标是

任务完成后的交换。这种“游戏”玩法开始时

都有效，并且好计算，但是在最初飞快的增长

期过后，动力便开始削弱，激情很难再展开，

自己与自己赛跑，越发没有竞争力，这就出现

问题了。

这不仅仅是内部问题，而是整个组织无

论对内或对外，都缺乏竞争力，没有以竞争

目标为导向。现在很多公司里的管理者收

入状态已达到中等水平，收入激励对他们来

说是一种安全、保健需求，有更高层次的主

动动机需求。但是我们在之前的惯性里会

把收入当成提升动机的核心需求，这就是激

励倒置。倒置的激励产生的问题是：员工的

任务是被动交换的，当任务艰难无法实现时

可以选择放弃协议。

一旦企业依赖货币激励，传统绩效管理

的算分交换机制，会把员工本身的自我动机

消灭掉。而创新型企业，需要员工真正发挥

自己的潜质，并且自愿做这件事，获取成就

感，而不是被迫的。不然无法在企业未知领

域创新。

制定“游戏”规则规范参与者条件

创新企业要玩一场本身就具有价值的

“游戏”，这个“游戏”本身的价值就能成为团

队成员行动的动机。要建立一套公平的规

则，让守规则的人、愿意玩这个价值“游戏”

的人参与进来。并且每个人要清晰任务，共

享任务，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本，以任务为

核心，安排最擅长且有意愿的人做这项工

作，才能够获胜。

在未来很难找到能自我实现的员工，因

为是稀缺资源，谁在这个人的争夺战中赢才

可能在竞争中赢。培养这种员工，要有独特

的文化，有促使员工成就自己的动机和动

力。所以企业在未来要深入探索和挖掘自

己品牌的独特性，发力进入未知领域。建立

自己独一无二的产品及文化。

未来的企业在未知领域中，要正确选

人，不能把员工管理变成一个短期的任务和

货币的交换。当员工是一个创新工作者时，

我们必须把他当资产而不是成本。如果我

们把他当资产的话，投资时就会谨慎判定他

是胜任的。有评估和判定才授予任务，给他

足够空间完成这个任务，而不要用绩效考核

给他算分算钱。对我们企业可能损失的最

大的成本是什么？就是你对他半年期评估

时，他不胜任，前次人力投资失败，这半年期

他的收入及时间就是最大成本。你看我们

总想玩一些双不输的游戏，你完成了我给你

多少，没完成就扣。换个角度去想，如果这

样去买人力代表你愿意购买残次品，传统绩

效管理它接受残次品，这个月任务没有做

好，成果是扣了绩效得分的成果，扣过清零，

人力凑合用，因为扣过了嘛，两清了；下次接

着开始。我们应该倒逼组织管理人员，购买

了这个人力资产，就要为有效性负责，就要

为这个人的评估负责任。为人的管理承担

责任。擅长者上，不擅长者下。企业承担投

资人力失败的成本。

合理选人用人方能茁壮成长

用人的质量，关键是识别人的能力，运

营角度讲，招聘是企业的重要任务。管理者

都要有识别人的能力。

每个人都不一样，擅长的任务也不同，

要在游戏过程中给员工创造一个擅长空间

使其自由发挥。反对的是一种僵化的数字

化绩效管理系统，要建立一个人性化、有自

我激励的任务闭环体系。

我们总认为工作是被迫的，但如果不工

作却会使人沉沦，变得抑郁，会被金钱所淹

没。所以，工作是我们的基本需求，是人有

存在感的基础。

只有慢慢调整管理思路，从不同角度思

考如何管控“游戏”平台，才是未来的管理之

道，但最大的考验是，最初会有混乱期，要有

耐心，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才，所以

管理者在识别人的长板时，同时要接纳他的

短板，也许视角转换一下，会发现这个世界

不缺乏人才。

专家讲座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四川省质监

局制定了12项“川菜标准”,除了经

典菜肴烹饪和面点制作,还对火锅调

料底料、豆腐乳、豆豉、香肠调料、川

式泡菜等10余项食料的制作方法进

行了规范。比如,根据“川菜标准”,

鱼香肉丝要切10厘米长。

近年来,市场上有一个口号被喊

得很响——“卖产品的最高境界是

卖标准”。不知是受此影响,还是受

洋快餐标准化生产的启示,这些年

来,原本“跟着感觉走”的传统食品行

业,逐渐兴起了标准热。馒头国标、

炒饭标准、湘菜标准、烩面标准……

都是大众曾经追过的热点。一道菜

应该包括哪些原材料,制作的工序是

怎样的,都是标准明文规定的内容。

不必讳言,有些标准确实有些多

余。任何一种传统美食,都是在市场

竞争中拼出来的,都是市场自由选择

的结果。而且美食文化都是与时俱

进的,具有创新和适应的基因。拿川

菜来说,也有不少创新产品,即便那

些传统名菜也早已有了很多变化。

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地方人的口味

不同,在推广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

适应当地口味乃至妥协的问题。比

如,川菜到了江浙、两广或京津冀地

区,与纯粹的四川口味应该还是有一

点区别的。一味强求“辣不怕、怕不

辣”,反而影响受欢迎程度。

不能否认,有一些食品标准还是

有道理的。在市场上,一些菜肴“挂

羊头卖狗肉”,商家加工制作时以次

充好,根本就不是那道菜,消费者吃

得不开心；而且有些菜肴还存在安

全隐患,消费者吃得不放心。针对这

些情况,出台一定的指导标准,还是

可行的。只是,这些标准最好别强制

执行,不能太细,不能把门槛抬得太

高,最好留有余地。简单地讲,食品

标准可以有,但是要针对最重要的环

节,既要保留品牌特色,也要适应市

场需求,尊重美食自身的创造性和发

展性。比如,“川菜标准”提出只能使

用“郫县豆瓣”,就是值得商榷的。

如今,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标准

化时代,几乎所有行业都在推行标准

化,食品行业也不能置身事外。食品

行业明确适当的标准,对于产业发展

和风险防控,都有一定的意义。这也

意味着,不是所有的食品标准都没道

理,有些甚至很有必要。但是,食品

毕竟具有特殊性,特别是中餐,不是

流水线生产的,不能通过标准把行业

管死。食品标准只能提供一个大致

参照——在安全标准上可以严一些,

在工艺标准上,包括原材料和加工方

式上,则相对宽泛一些,没有必要太

严太细。 (毛建国)

食评

啥样的食品标准才是好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