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推动企业快速膨胀”成菏泽企业界代表热议话题

抓“高地”机遇，做大做强企业
本报菏泽2月1 0日讯 (记者

邢孟) 2月10日上午，菏泽市
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
体会议的分团审议中，牡丹区
代表团中的企业界代表就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企业
快速膨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各企业代表纷纷表示要抓住打
造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科学高地
契机，加强企业品牌建设，加快
产业转型，推进企业快速创新
发展。

“过去几年，我们一直注重
品牌经营，严抓产品质量，但仍
存在一些不足。在未来的五年
中，我们要紧紧抓住打造科学高
地这一机遇，将企业做强做大。”
食品企业代表丁传英首先发言。

丁传英表示，针对目前市
民最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他
们企业已经成立专门的食品检
验小组，并在2011年耗资300多

万元购买食品检测设备。“接下
来我们会建造自己的奶牛养殖
基地和蔬菜基地等，从源头上
保证食品安全。”丁传英一再强
调，“做食品就是做良心，坚决
不赚黑心钱”。

另外，他还从企业自身发
展的角度剖析了目前存在的优
势和不足，并称针对这些优势
和不足，在2012年，将会加大资
金投入和自主创新投入，不断
扩大企业规模，建立大型工业
园区，实现企业大跨越式发展。

“我们的企业属于劳动密集
型产业，但在今后的发展中，要
努力开拓国外市场，挖掘市场潜
力。”另一食品企业代表李玉堂
说道，作为一家合资企业，在过
去几年中，他们因不断开拓新市
场，没有受到国外复杂经济形势
的影响，公司依然坚挺发展。

“未来两年是公司快速膨胀

发展的两年，我们也会引入现代
化的企业管理方式，扩大出口，
争做龙头企业。”李玉堂表示。

“做电器要特别注重自主创
新和自主研发，在未来发展中，
除了推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还
要打造菏泽的家电物流基地，将
品牌打到全国。”家电企业代表
季国梅也表示，在接下来的几
年，力争将自己的合作伙伴吸引
到菏泽来投资，提高菏泽整体企
业发展实力。

整场会议，各行各业的企业
家代表围绕加快自身发展、自主
品牌建设进行了充分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企业快
速膨胀”，成了在场企业家代表
热议的话题。在场代表纷纷表
示，这不仅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一
个目标，更是推动企业拓宽融资
渠道，实现快速滚动发展的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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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本报菏泽2月10日讯(记者
邢孟) 据统计，此次政协会

议提案组共收到提案421件，其
中221件内容涉及菏泽经济建
设。经济发展是今年各政协委
员关注的重点。

记者10日从大会提案组了
解到，在收到的421件提案中，
主要围绕打造苏鲁豫皖交界地
区科学高地这一奋斗目标，对
菏泽未来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其中“创新招商方式，注重招商
实效，争取更多大项目落户菏
泽”、“加大商贸物流业推进力
度”、“发展特色生态农业”等提
案为未来5年菏泽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思路。

另外，关注菏泽民生建设
的提案也占了很大比例。“规
范校车管理，确保学生安全”、

“广开就业渠道，促进大学生
就业”、“关注弱势群体，健全
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等提案内
容，围绕民生热点，关注民生
建设。

对委员在本次会议期间所
提出的提案，菏泽市政协提案
委员会将按照《市政协提案工
作规定》的有关要求进行严格
复审，确定提案承办单位并按
程序及时将大会提案送交市委
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
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和各县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承办。

421件提案中，过半内容涉经济
经济建设成今年菏泽市政协委员关注重点

菏泽企业，要攀登“品牌高地”
——— 专访菏泽市政协委员刘念波
本报记者 李贺

两会中，菏泽
企业代表、委员纷
纷表示，要借助打
造苏鲁豫皖四省交
界地区科学发展高
地的东风，攀登“品
牌高地”。10日，针
对 打 造“ 品 牌 高
地”，本报记者采访
了菏泽市政协委
员、花冠集团总经
理刘念波。

打造“高地”是企业发展最好助推器

菏泽市政协
委员刘念波。

本报记者 邓
兴宇 摄

记者：今年年初，省委省政府
提出支持菏泽打造苏鲁豫皖四省
交界科学发展高地，前几日党代
会上赵润田书记做了重要的报
告，你认为打造鲁苏豫皖科学发
展高地这对菏泽意味着什么？这
又能为花冠的发展带来什么？

刘念波：赵书记的报告令我
印象深刻，也很有感触。首先从全
局上，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
略，菏泽打造苏鲁豫皖四省交界
地区科学发展高地，这对菏泽来
说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
这也标志菏泽从被帮扶逐渐向自
身发展迈进，自主可持续发展。

针对于花冠集团，这同样有
着巨大的发展机遇。花冠近年来
发展迅速，已经迈入鲁酒发展第

一方阵，打造苏鲁豫皖四省交界
地区科学发展高地将是花冠取得
更大发展的最好推动器。

记者：花冠如何抓住菏泽打
造四省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地这
一机遇，规划自己的发展？花冠又
给自己定下了什么样的目标？

刘念波：面对菏泽打造苏鲁
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科学发展高
地，花冠首先要做的就是高起点
高定位，谋长远发展，从历史的眼
光去思考发展。

三年前我们提出让花冠集团
进入鲁酒发展第一方阵时，不少人
说“不可能”，现在我们做到了。在未
来两三年内花冠还要进入到山东
白酒企业前三名，将花冠集团打造
成山东白酒行业的发展高地。

从单纯量的扩张转变为抓重点

记者：花冠的营销战略是
什么模式？面对当前形势，从机
制上，花冠如何调整？

刘念波：在营销上，花冠实
施 重 点 突 破 战 略 ，采 取“ 边 布

局、边发展、边突破”的渗透式
战略稳步发展，绝不再单纯追
求量的扩张，做好重点产品、重
点市场。

比如 2 0 1 1年，花冠集团充

以质量成就品牌，多方面均衡发展

记者：2011年花冠集团获
得了菏泽市市长质量奖，在食
品安全问题频发的 2 0 1 1年取
得这样的成绩是不易的，花冠
是如何做到的？接下来的五年
将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刘念波：这是全市人民对
花冠的信赖，花冠一直把质量
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在酒水
行业，一些企业由于销量大，

生产无法满足市场需要，便产
生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事
情。而花冠绝不会这样，我们
遵循“以产定销”的理论，不以
销售定产量，保证每一个产品
质量。

举个例子，花冠的原料都
是从东北农民的手里收来的
高粱，那里有花冠自己的粮食
基地。我们保证绝不透支自己

的品牌，就像花冠的经营理念
说的那样“实实在在做人、认
认真真酿酒”，确保产品质量
也包含着一个企业的社会责
任。

要保持科技、人才、营销
等多方面的均衡发展，这才是
科学发展，才能与菏泽打造鲁
苏豫皖四省交界科学发展高
地精神相吻合。

分发挥自身的技术、管理、品
牌等优势，签订了 1万吨粮食
生产项目，成功收购了曹州老
窖。从战略位置上对花冠来说

也非常重要，近一两年内将重
点开发这一项目。

创新才能有发展，机制创
新是十分重要的，花冠注重人

才、市场、品牌等多个方面的
平衡发展，从战略上解决结构
性问题，坚持持续发展，紧抓
创新能力的提高。

传统工艺助力打造鲁酒发展“高地”

记者：自2002年起，花冠集
团每年都举办声势浩大、隆重热
烈的“九九”储酒文化节，储酒文
化节对于花冠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于您提出的打造鲁酒发展高
地有何关系？

刘念波：储酒节经历了十年
前单纯的活动提高知名度到卖
产品，再到2010年提出的品牌战

略，储酒节和花冠已经成为了两
个相互促进的品牌，一想到花冠
就能想到“九九”储酒文化节，一
想到“九九”储酒文化节也能想
起来花冠。

花冠集团每年储酒节期间
封存的原酒都在800吨以上，这
是花冠人确保产品质量的重要
举措，更是花冠人向社会的郑重

承诺。
通过这个文化平台让消费

者去了解和见证花冠在弘扬和
坚持传统工艺。除此之外，借储
酒节之势，花冠每年都扩增窖池
和生产班组，以提高原酒产量，
确保花冠酒“滴滴纯粮酿造”的
质量特点，为打造鲁酒发展高地
扩大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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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伟魔法再现

迈锐宝广告正片将与新车同步上演

近日，笔者从上海通用汽
车获悉，雪佛兰品牌的全新旗
舰车型——— 迈锐宝即将在2月
中下旬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由著名影
帝梁朝伟参演的雪佛兰迈锐
宝广告片也将在新车上市期
间同步上演，目前这个片名为

《心回Malibu》的好莱坞广告电
影的预告篇已经登陆全国各
大媒体。

据悉，在即将到来的情人
节期间，梁朝伟将作为雪佛兰
迈锐宝的新车代言人，正式揭
幕这一带有浓郁美国情结的

重磅新车。“很大气、很有质
感、很厚实。”谈起片中的座
驾——— 全新雪佛兰迈锐宝车
款，影帝却不吝辞藻，赞不绝
口，“拍摄的时候感觉操控感
舒 服 ，
有 个
性。”片
场 ，迈
锐宝飞
驰 、急
转 、回
旋 ，速
度与力
量的完

美展现配合影帝独有的眼神
与肢体语言演绎，完美演绎着

“真我本色，驾享有为人生”这
部大片的精彩。(谭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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