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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首创的谷物
早餐企业，帮太食品已经不
是一骑闯天下了，从布局上
来讲，帮太食品不仅走出了
鹤壁，更走出了河南。”帮太
食品董事长赵伟民告诉记
者，此前，国内大城市销售的
谷物片均为进口食品，销售
价格高，但产品仍供不应求，
于是他就带领帮太食品走上
了“谷物片国产化”之路。

回望一路走来的帮太
食品，赵伟民坦言：“累并快
乐着！”之所以累是因为，虽
然谷物食品被认为更健康，
但最终走上并占据餐桌还
需要过国人习惯这关，好在
健康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所信赖。至于快
乐着，赵伟民表示，正是由
于帮太食品在谷物早餐产
业中的带头示范作用，已有
越来越多的省内企业及国
内企业加入了早餐产业化
的大军。

据介绍，2011年全球谷
物片市场规模达到260亿
美元，预计2013年市场规
模将继续保持3.0%左右的
速度增长。中国在2012年
谷物片的市场规模达到
9500万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7.2%，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
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可
以预见谷物片的市场需求
是很大的。以7亿城市人
口，2亿城市家庭计，若每家
每月消费0.5kg谷物片，每
年的消费量为12亿kg，年
消费额约200亿元。而这
个数字若按全国人均消费
量计也只是美国的1/10。

事实上，帮太食品作为
国内谷物早餐产业的领军
企业，也频频落子布局其商
业版图。2013年，帮太食品
布局濮阳，投建濮阳帮太食
品有限公司联营企业，主营

葵可力系列白酒、保健酒、
谷物早餐食品、意大利通心
面、通心粉等，并已于2014
年底实现部分产品投入生
产。此外，帮太食品正在积
极实施出省计划，将于年内
落户四川万源。

据了解，在今年稍早的
3月份，帮太食品与万源市
太平粮油储备有限公司、秦
川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合
作协议，由帮太食品投资
1.45亿元，在万源联合开发
全谷物富硒食品，总建筑面
积1万余平方米，总仓容5
万吨，预计第一年生产能力
达1万吨，3年后年生产能
力将达到10万吨。目前，
帮太（万源）富硒食品有限
公司联营企业的立项、选
址、规划等系列手续均已办
理。

如此一来，在中国谷物
食品格局中，“帮太系”正呼
之欲出。

河南科技学院食品学
院教授师玉忠对帮太食品
赞誉有加，他表示帮太食品
利用鹤壁及河南得天独厚
的原料优势，主要生产谷物
类营养食品十分符合食品
科学理论，虽然目前消费者
对谷物早餐的了解程度不
高，但市场认可度正在不断
提升，因为它解决了消费者
越来越高的消费需求，符合
健康、方便、快捷的早餐行
业发展趋势，发展前景一定
会越来越广阔。

据帮太食品董事长赵
伟民透露，帮太食品不仅在
积极实施走出去的全国化
战略，还正在积极对接资本
市场，并且目的地已经选
好，进军新三板，届时帮太
食品有望成为中国谷物早
餐第一股。（NG）

帮太食品：剑指中国谷物早餐第一股
帮太食品筹谋对接资本市场，目标直指新三板，在中国谷物食品格局中，“帮太系”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李世顶 文图

核心提示 | 集“东道主”与“独家冠名”于一身的河南帮太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帮太食品）成为
2015中国（鹤壁）快餐食品博览会的最大聚焦点之一。

事实上，志在中国谷物早餐第一品牌的帮太食品带来的惊喜并不止于此，短短两年内，已经先后“亮
剑”濮阳和万源，在中国谷物食品格局中，“帮太系”呼之欲出。

此外，帮太食品筹谋对接资本市场，目标直指新三板，届时，帮太食品有望成为中国谷物早餐第一股。

帮太食品惊艳快餐食博会

4月 10日～12日，由商
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河南省
食品工业协会联合主办，鹤壁
市食品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承办的2015中国（鹤壁）
快餐食品博览会暨早餐食品
产业发展论坛在鹤壁盛装举
办，吸引了 600 多家企业参
展，其中集“东道主”与“独家
冠名”于一身的帮太食品成为
本届食博会的最大聚焦点之
一。

资料显示，帮太食品是一
家致力于谷物饮料、谷物片加
工的新型营养早餐企业，坐落
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鹤壁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公司成立于2009年，总
投资8.6亿元，占地面积249.7
亩，是目前我国首家专业谷物
早餐加工企业，先后被评为河
南省“8511”投资促进计划、
双百计划和鹤壁市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企业。同时，企业还
获得了“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河南省清真食
品定点企业”、“重点保护企
业”、“创新型试点企业”等荣
誉称号。此外，帮太食品还被
农业部等部委定为推进“主食
工 业 化 ”首 批 试 点 企 业 。

2014年在重庆秋季糖酒会招
募经销商60余家，签订合同
订单572万元。

对于参展并独家冠名本
届食博会，帮太食品董事长赵
伟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经过几年发展，帮太食
品已经从偏安一隅发展到享
誉业内，并切实叫响了中国谷
物早餐第一品牌的市场口碑，
而食博会与糖酒会一样，对于
帮太来说都是很好的品牌展
示舞台，更重要的是，在这一
舞台上还能和来自国内外的
食品企业同台竞技，不但能够
拓宽销售渠道，汲取新理念、
新技术、新产品，还能让企业
品牌叫得更响。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
“安全、方便、营养、创新”为主
题，共有来自全国26个省份
的652家企业参展，其中特装
企业54家、标展企业598家，
主要展示面制品暨烘焙食品、
果蔬制品、肉制品、乳制品、休
闲食品和酒水饮料等各类食
品。博览会共设4个展区，A
区设在鹤壁会展中心一楼，包
括鹤壁城市形象馆、浚县形象
馆、淇县形象馆和26家鹤壁
骨干食品企业特装展。B区

在会展中心三楼，设标准展位
107个。C、D区在会展中心
广场，C区设有190个标准展
位和28个特装展位，安排有
河北、山东、福建等172家外
省标展企业和28家省内外特
装企业参展。D区共设有354
个标准展位，安排河南省内
330家标展企业。

对此，帮太食品董事长赵
伟民表示，针对本届食博会，
帮太食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
积极参展，精心准备，认真筹
划，精心挑选，把营养米、谷物
营养酥、五谷豆浆杯、黄秋葵
功能饮料等最好的产品拿出
来，在展会上充分展示鲜明特
色和独特优势，赢得了市场很
好的口碑。

来自官方的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在短短3天内，本届
食博会到会客商近万人，参观
群众达10万人次，3天签订购
销合同金额近10亿元，共有
13个项目签订投资合同，签
约金额75.7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食
博会上，帮太食品及天津宝迪
农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10家企业荣获食品工业
创新奖金奖。

专家纵论帮太早餐产业化

据帮太食品董事长赵伟
民介绍，与其他食博会相比，
本届食品产业发展论坛的财
智盛宴更具象为帮太食品的

“早餐食品”产业，这对帮太食
品来说受益匪浅。

据介绍，本次论坛举办的
目的，就是探讨我国早餐食品
工业化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发
展的趋势，为早餐食品企业发
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探索
中国早餐食品工业化、规模
化、标准化发展，保障人民早

餐需求，实现企业规模化生
产，提高经济效益，推介交流
当前有关早餐食品工业化最
新科研成果，实现政府、企业
和社会多赢的格局。

之所以在鹤壁举办这样
一个早餐食品产业的论坛，有
分析人士直言不讳地表示，这
一方面得益于鹤壁有着深厚
的食品工业基础，另一方面也
是由于志在打造中国谷物早
餐第一品牌的帮太食品已经
走出了鹤壁，走出了河南，甚

至走出了中国，赢得了众多国
际巨头的关注。

据了解，在本届食博会论
坛上，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刘治，中国快餐理论奠
基人、黑龙江省科协副主席杨
铭铎，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与营养工程学院副书记郭顺
堂等行业专家出席论坛并发
表主题演讲。他们表示，目前
我国早餐供需双方矛盾比较
突出，如何让百姓的早餐吃得
放心、吃得健康、吃得满意，让

“帮太系”谷物食品格局出峥嵘

经营者实现合理的利润，让
早餐行业真正步入产业化
轨道，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
课题。

对此，帮太食品董事长
赵伟民告诉记者，一下子有
这么多行业领军的专家学
者前来论道，的的确确让包
括帮太食品在内的本土企
业学到了不少新理念和新
技术，十分有助于企业的发
展。

据了解，帮太食品自成
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技术的
研发和创新，长期与国内科
研机构、大专院校进行技术
合作，注重引进智力资源，
注重产学研相结合。郑州
轻工业学院、漯河食品职业
学院、河南省食品工业科学
研究所等院校的知名专家

教授被聘为公司技术顾问，
拥有强大的外部智力支持。

据介绍，目前，帮太食
品的技术研发中心有设施
完备的技术研发大楼，内设
中心化验室、理化分析室、
微生物室、精密仪器室、中
试车间等实验场所，中试车
间面积近1000平方米，包
括即食谷物早餐片中试线、
谷物饮料中试线等两条中
试生产线，研发设备及检测
仪器仪表1929台(套)，总值
1000余万元。公司技术研
发中心成立了鹤壁市“谷物
营养早餐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目前，公司依靠研发
中心的技术力量，结合国内
市场需求，在新产品研发上
取得了丰硕成果，令同行惊
叹不已。

帮太食品惊艳2015中国快餐食品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