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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徐英梅 本报记者 何沙洲

9 月 26 日，甘南州文联副主席丁玉萍,文
联副主席、州摄影协会主席后俊及州作协、美

协、书协、藏书协等一行 14 名文学艺术家，走

进甘肃安多投资集团，开展“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在甘肃安多投资集团董

事长王志荣，总经理谈江权等的陪同下，采风

团参观了安多畜牧产业园牦牛、藏羊屠宰加

工生产线、展销大厅、企业文化厅、党建活动

室，了解安多集团发展生态、有机、绿色畜牧

产业情况。

在认真参观并深入了解安多集团的发展

和演变历史后，艺术家们在安多集团会议室

现场提笔挥毫,酣畅淋漓即兴创作书画作品，

现场艺术氛围浓烈。一幅幅激情满怀的作品

为营造企业先进文化环境添彩，在书画家现

场创作的同时，董事长王志荣代表安多集团

接受了艺术家们创作的藏汉两文书法、摄

影、美术作品的捐赠，书画家现场创作出二

十余幅以安多牧场牦牛、安多集团企业文

化、经营理念的作品，每一幅都将被安多集团

珍藏。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大家就如何提

升企业浓郁文化氛围，提高员工书画创作水

平建言献策。丁玉萍表示，这次活动也是州文

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之一，

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企业生产建设第一线，

推动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志愿服务的实践中实

现“身入”、“心入”、“情入”。

“感谢文学艺术家们深入安多人的生活，

书画和记录安多的改革实践和创新发展，创

作出了有骨肉、有温度、有意义的文艺精品，

我们将好好珍藏展示。”王志荣介绍，安多集

团一直将企业文化定位于坚守责任与诚信，

并以“诚实守信，健康到永远”作为经营理念，

坚持“真做牦牛、做真牦牛”，专注于高原生态

畜牧产业。这是安多集团及安多牧场高品质

生态食品能够在未来良性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也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安多集团更多

地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培养新的竞争力、新观

念以及新技术上，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

量、高效益、严要求的管理目标，严把产品生

产加工的十八道工艺关，深挖牦牛、藏羊高营

养、高品质、独特性、稀有性的特点，为客户提

供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无疑，文学艺术家走进企业，把优秀的书

画艺术与企业发展和演变历史结合起来，为

打造企业文化，助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通过这次实地参观，艺术家们感

觉很震撼，安多集团在打造“安多牧场”牦牛、

藏羊品牌和传播“健康源于自然”理念所做的

各种实践活动“真了不起”。

此次活动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艺术家们创作出的书画作品，既有镜头下的

风采，也有翰墨中的抒怀，表现形式丰富多

彩，充分反映了文艺工作者良好的精神风貌

和饱满的创作热情，也展示了他们用最真诚

的心声、最精美的作品，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深

情厚意。

姻 陈淑贞 本报记者 何沙洲

国庆前夕，记者走进成都伍田食品有限

公司，除了看见门卫严守门岗，几乎所有伍田

人都在车间一线加班，匆忙从车间赶回办公

室的伍田公司总经理范正海，都是因为“味美

伍田”鲜卤连锁店开业后，有客户登门拜访他

商量合作事宜。其实，为满足各地经销商定下

的手撕牛肉干、休闲牛肉产品订单，公司上下

开足马力抢抓生产的状态，今年在伍田已经

持续几个月。

“对伍田来说，这种现象是理所应当的。”

亲自来到伍田公司增加订单的经销商陈先

生告诉记者，现在食品产品、技术和成本的

差异越来越小，创新和服务已经成为食品

企业创造品牌和产品差异化价值的关键所

在，是塑造品牌美誉度、提升客户满意度和

忠诚度的主要方式。伍田作为中国西部肉

制品加工技术的领先企业，二十几年秉承

先进肉类加工工艺和不断的研发创新，目

前已经开发出以牦牛肉制品为主的休闲、

餐饮、调味、罐头和生鲜系列 200 多个品

种，产品畅销全国，并通过经贸商销往境

外，“伍田”品牌系列肉制品深受广大经销

商、消费者青睐。

现在市场有很多满足消费者休闲旅游需

求的牛肉干，“伍田牛肉干能持续在市场上受

到广大消费者喜爱，除了品质，还有伍田坚持

的‘三心’经营理念，这也是对伍田产品品质

的保证。”陈先生说，能和伍田成为十几年互

相信赖的合作伙伴，是伍田坚持用“三心”提

供一流的产品，一流的服务。

陈先生说的“三心”服务理念，是伍田总

经理范正海率先在业界倡导的“员工以良心

做食品睡得着，经销商安心赚钱睡得香，消费

者享口福睡得好。”伍田人同时将“三心”建立

在安全、安定、安心的“三安”原则上，落实到

人品、企品、产品“三品合一”的建设上，将产

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始终定位在企业的社会责

任和做人的道德和良心上。因此，伍田坚持

“三心”生产的伍田产品得到广大经销商和消

费者的“倾心”。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中国八大菜系以川

菜为首，以麻辣为主的特色最为突出，菜式多

样，调味丰富，深受中外人士喜爱。据统计，国

内喜食麻辣人群已超 5 亿人。随着 2019 年首

届内蒙古呼和浩特国际生态农牧业博览会 10
月 10-12 日召开，友联味业作为四川调味代表

应邀参会之际，笔者前往成都市郫都区现代工

业港对四川友联味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元福进行了专访。

笔者院“刘总：您作为四川省川联川菜调料

商会会长对目前四川调味产业的发展现状如

何看？”

刘总：“我作为四川省川联川菜调料商会会

长、四川友联味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定当

以‘弘扬川菜，调料先行’为己任，希望川菜走

出四川、走向全国和海外，让川调出川早日成

为全国化、全球化的调味产品。当然，川调出川

需要有过硬的产品品质和灵活有效的营销手

段，更需要川调行业所有人士齐心协力。我们

要植根于深厚的川菜文化土壤，布局全产业

链，打造健康、标准川调。整合资源，凝聚力量，

共谋发展，才能更好地走出四川、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

笔者院野面对市场激烈竞争，友联有什么新

举措？”

刘总：“友联味业自 1993 年成立以来，就

以传播川菜文化为己任，定位川菜调料标准化

生产商，历经 25 年发展积淀，建立了强大的生

产能力、出色的研发能力和丰富的产品线。旗

下拥有‘友联’‘川骄’两个品牌，产品涵盖复合

调料、郫县豆瓣、风味豆豉、鸡精 4 大系列 100
多个品种规格的产品，实现了线下线上覆盖。

友联味业以做强川调事业为目标，为消费

者提供安全、绿色、有机、优质的川菜调味料。

针对近年来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愈加重视，友联

味业作为四川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本着

‘完善产业链，食品更安全’的经营理念，投资

近 5000 万元成立四川山里来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流转土地 5600 余亩，其中取得有机认证土

地 2000 亩，建立青花椒及香辛料立体种植基

地，致力为消费者提供绿色、有机、健康的川菜

调味原料。

友联味业秉承传统工艺，携手四川大学、

西华大学、四川烹饪高专等院校，结合现代科

学，优化工艺配方，以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 HACCP 体系

为硬件，严控加工环节，选料精湛，匠心独具，

保证产品品质，以品牌优势畅销全国并出口海

外。

川调走向全国、全球市场，需要一套灵活

有效的营销策略，友联味业对市场进行深耕精

耕，实施全渠道营销策略。首先，友联味业根据

川菜调味品市场的特点，建立了以大区为中

心、全面覆盖全国市场的线下销售网络。将全

国按区域分为几个销售大区，以大区经理负责

制组成销售队伍，拓展省、市、县经销渠道，将

友联味业的市场网络末梢延伸到乡镇一级，深

耕区域市场。同时，友联味业加大对 KA 店、连

锁超市的铺货力度，形成辐射广度与分销深度

有机结合的线下渠道体系。

另外，友联味业重点开拓电商渠道。为了迎

接移动互联时代对传统商业模式的挑战，友联

味业于 2014年投入较大资源组建电商团队，在

天猫、淘宝、京东等 6 大电商平台开店，经过 4
年努力运营，友联味业线上销售取得很大突破，

电商正在成为公司重要的业绩增长点。”

听完刘总这一席话，让人不得不慨叹“吹尽

黄沙始见金”。坦白地说，刘总这一堂关于调味

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经营管理课，引发了笔

者一行在回程路上的讨论，对刘总及他的“友

联”，大家都说：“现在购进友联原始股定会升

值……”

此次专访中，我们还了解到，友联味业董

事长刘元福是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

济师，是川调行业领袖、慈善家与人生导师的

结合体。他不仅担任四川省川联川调商会会

长，还是四川省工商联执委、四川省政协特邀

委员、成都市民革文体二支主委、成都市金堂

县人大代表、成都市郫县政协常委。刘总的认

真、敏锐、自信让我们相信并认可了“友联”成

为四川省著名调味企业当之无愧。我们衷心祝

愿“友联”在调味品行业激烈竞争中，健康发

展，自立于民族传统调味之林！ 渊严森冤

国产猕猴桃
要向洋水果“取经”

猕猴桃是大众喜爱的水果之一，在我国

种植广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一些国产

猕猴桃品质优良，但消费者仍对其存有“偏

见”。面对价格昂贵的同类进口产品，一些消

费者认为国产猕猴桃之所以价格便宜是由于

品质欠佳，事实果真如此吗？

日前，记者来到“中国猕猴桃之乡”、我国

优质猕猴桃生产基地———陕西省西安市周至

县，探访我国猕猴桃产业发展最新动态。

其实，我国猕猴桃在品质方面一点也不

输于进口猕猴桃，甚至有些品种在营养价值、

口味等方面表现更好。但是，国外产品生产规

模化程度更高，在品质把控、品牌营销推广、

消费者体验等方面做得更加到位，从而提高

了消费者的品牌认可度。”陕西佰瑞猕猴桃研

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武说。

“周至猕猴桃种植面积 42.3 万亩，年产

量 52 万吨，产品远销俄罗斯、加拿大、泰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周至县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王振刚告诉记者，周至县主要栽植翠香、

海沃德、秦美、哑特、华优、徐香、瑞玉等 8 个

新优品种。其中，20 万亩获得国家无公害食

品认证；10 万亩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1 万

亩获得欧盟认证；5600 亩猕猴桃生产基地获

得有机食品认证或有机食品转换认证。

周至县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一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周至猕猴桃产业存在老园区面

积大、园区标准化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果农

对抓果品质量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等问题。

“同时，周至也缺乏销售型龙头企业引领

及有影响力的企业品牌。虽然产地品牌在市

场上受认可，但缺乏叫得响的企业品牌；企业

在销售渠道的多样化、销售环节的精细化等

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此外，当地还较为缺

少大型冷链物流中心、分拣中心，产品未能充

分实现分级销售。”该负责人说。

由此可见，国产猕猴桃要打开市场，必须

在品牌培育上下功夫。品牌如何打造？首先要

加速推进猕猴桃育种技术创新。2016 年，周

至县翠香、华优、瑞玉 3个品种猕猴桃成功搭

载我国首颗微重力科学实验卫星“实践十

号”，实施航天育种。2017 年 9 月份，周至县

还成立了中国猕猴桃航天育种中心，加强新

品种研发培育。

其次，进一步提升种植标准化和管理规

范化水平。近年来，周至县相继发布实施了

《猕猴桃鲜果等级标准》《猕猴桃贮藏技术规

范》，为猕猴桃鲜果分等分级和采收入库贮藏

提供了技术规范。

“周至还积极推动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和有品牌的果业企业合作社，实施果品质量

二维码追溯体系建设，形成生产信息可查询、

流向可追踪、责任可追溯、产品可召回的机

制。按照二维码信息平台建设要求，开展果品

生产、采收、分级、贮藏、包装、流通等产销各

环节数据采集录入，实现信息化全程监管，让

消费者放心。”王振刚说。

目前，周至县共有猕猴桃老园区 20 万

亩，通过改造 T 形架、改良品种、水肥一体化

等科学措施，大幅提高了果品质量。

再次，进一步做强产业链条也是关键环节

之一。周至先后成立了猕猴桃产业发展、贮藏、

加工、种植、花粉、营销、包装等 7个协会，建设

猕猴桃贮藏库 2160座，贮藏能力 35万吨；深

加工企业 26家，年加工能力 10万吨。猕猴桃

产业由单一的鲜果销售，发展到果干、果酱、果

酒、果汁等深加工产品并存的多样化格局。

专家认为，在各环节齐心协力下，国产猕

猴桃产业有望做大做强，产品不断优化升级，

品牌也会显著提升。 渊董碧娟 林火灿冤

甘南州文艺家们
深入安多集团创作有“骨肉”“温度”作品

荫文学艺术家走进安多集团提笔挥毫 荫生态自然的安多牧场牦牛

荫展现安多牧场“健康源于自然” 荫“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助力企业

又好又快发展

国庆长假，伍田人在为您抢抓生产牛肉干

荫伍田人在抢抓生产中 荫登记发货的伍田牛肉干

友联再创辉煌:
让舌尖美味走进千家万户!

荫四川友联味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元福

9 月 25 日，河北省武强

县一家药材种植合作社的

工人在粉碎烘干的黄蜀葵

花。

近年来，河北省武强县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程中，引导农民积极调整

种植结构，发展黄蜀葵、金

银花等中草药材种植，助力

农民增收致富。目前，该县

种植中草药近千亩，每亩增

收千元以上。

新华社 李晓果 摄影报道

我国围绕健康产业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实施 10 项重大工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 9 月 29 日称，到 2022
年，我国将围绕健康产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实施优质医疗健康资源扩容工程等 10 项重

大工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促进

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
年）》。纲要提出，到 2022年，我国基本形成内涵

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产业体系，形成若干有较

强影响力的健康产业集群，为健康产业成为重

要的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奠定坚实基础。

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纲要提出实施

优质医疗健康资源扩容工程、“互联网+医疗

健康”提升工程、中医药健康服务提质工程等

10 项重大工程。 渊安蓓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