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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绍栋

150万点击
见证诚信力量

本次公选分为诚信守
望典型示范企业、诚信守望
典型人物两大类。企业类分
别设置“食安山东·诚信守
望”影响中国品牌和“食安
山东·诚信守望”责任企业；
人物类分别设置“食安山
东·诚信守望”功勋人物和

“食安山东·诚信守望”道德
之星，此外还有创新管理单
位（个人）、山东人最信赖的
食品品牌。

有数字为证：6月13日,
活动一推出就受到了社会
热切关注,当日点击量即超
过2万人次。

6月15日下午6点,活动
点击量突破20万,投票总量
突破15万!

6月17日，根据企业报
名和各方面推荐，第二批公
选名单共60家企业上线。此
后，点击量以每日10万左右

的速度增长，至22日下午6
点,活动点击量突破100万,
投票总数达33万!

“朋友圈都是关于食
安山东·诚信守望的投票
转发，被刷爆啦。”“看我们
家企业，公司根本没动员，
第 3 天 就 轻 松 突 破 1 0 0 0
票。”诸如此类留言、电话、
评论不断涌出，在山东食
品圈里掀起一轮见证诚信
的热潮。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
的机构组织和消费者继续
向本报推荐身边的“良心企
业”，为此主办方不得已于7
月1日再次上线第三批公选
名单(30家)。至此，活动分
三批共推出210家名优食
企。截至目前，公选活动点
击量突破150万人次，总投
票数已经突破37 . 3万票。

专家评审团
即将全面审查

记者了解到，随着活动
火热进行，参与公选企业越
来越多，为了保证每批上线

企业都有相同的社会公投
时间，主办方重新规划了投
票时间，在原来的基础上同
步提前，这样一来，截至17
日，前两批社会投票已先
后结束，目前仅有第三批
投票仍在进行，整个投票
活动截止到25日，也就是说
最后一批还剩7天时间，想
参与点赞的消费者们要抓
紧行动了。

从投票结果看，本次投
票中涌现出一批“品牌黑
马”。如荣成泰祥食品股份
有 限 公 司 及 董 事 长 于 建
洋，一举斩获65179票，占
同批企业投票数29%，这也
是目前所有参选企业中票
数最高的。其中，耐人寻味
的是，普通消费者对泰祥
这一来自威海的以出口贸
易为主的食品品牌并不了
解，这也从侧面充分证明，
品牌是品质和诚信日积月
累的沉淀。

据了解，社会投票结束
后，主办方将汇总网络投票
结果，交由专家评审团进行
全面评价审查。为保证典型
公选全面客观公平公正，本
次专家评审团（名单附后）
涉及食品领域各个行业和
组织机构，他们都是食品领
域的领袖人物。在评审中，
他们将发挥专业权威优势，

综合考量企业资质、经营状
况、产品品质、工艺水平以
及经济效益和社会口碑，最
终做出评判。

本着全面、客观、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最终评
选结果将进行公示，接受监
督。确认无异议后，主办方
将进行授牌表彰，本报也将
对这些优秀的诚信企业进
行宣传报道，引导消费，共
促食安。

本次典型公选社会投
票截至7月25日全面结束，
市民可关注“食安山东官
微（ s a s d gw）”（见下方二
维码）点击平台下方“公选
投票”获得详细菜单，并为
你认可的企业及个人投上
一票，每个微信账号限投票
一次。

专家团团长：
山东省畜牧协会会长 张洪本
专家团成员：
山东省食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郭
友武
山东省畜牧协会秘书长 曲绪仙
山东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副院
长 苏理
山东省乳制品工业协会秘书长 兰文
忠
山东省饮料协会秘书长 李亮
山东省农产品产销协会会长 李春叶
山东省果品协会会长 刘平山
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会长 何庄龙、
秘书长 马杰
济南市食品工业协会会长 阎世春
济南市餐饮协会会长 孟庆勇、副会
长 向仁莲
济南市快餐协会、济南市公共营养师
协会会长 杨勇、营养专家 高春芳
山东省团膳协会会长（筹） 王海清
山东省消协副秘书长 王云鹏
山东省质量评价协会秘书长 李韶
南、质量专家 杨仁君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品牌专家 刘明洋
同济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山东财
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窦大海

本报记者 马绍栋

近些年鸡鸭肉禽业一
派低迷。然而来自寿光的省
内鸭业龙头天成食品集团
却“一年好过一年”，甚至在
产品价格比同行高10%以上
的情况下，客户仍然愿意排
队等着提货。

天成食品今天的好势
头，无不跟创始人“老郭”30
多年一贯制的做事风格和
管理理念有关。记者采访发
现，在寿光当地及天成集团
内部，从公司门卫到当地政
府官员和企业圈，所有人都
习惯性地把现年已66岁的
天成集团董事长、创始人郭
洪谦称作“老郭”。正是这个

“老郭”，自1980年开始创业
以来，从不足300平方米的
小冷库起家，将天成食品发
展成为拥有12个子(分)公司
的现代多元化农牧企业集
团、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

头企业。
食品安全先抓源头。

“你不给农民留利，农民就
会糊弄你”，这是“老郭”最
常跟企业管理层说的话。为
了能让养殖户安心养出放
心鸭，天成集团确保每只鸭
子留给养殖户1 . 5-2元的利
润，雷打不动。2003年，禽流
感突然袭来，日本等国家先
后封关，禽肉价格一滑到
底。“除非天成赔到垮台，也
不能亏了合作户！”伴随着

“老郭”坚决的态度，仅当年
给农户的差价补贴公司就
赔了800万！

“农民挣钱最不容易，
谁都不许打农民的主意。”
除了给养殖户吃上定心丸

“保底价”，天成集团还有一
条“铁律”：企业再困难，也
不拖欠养殖户的钱。在寿光
及周边，很多养殖户直言：

“我家只养天成鸭！”
天成将食安控制的每

个关键环节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里。比如，对运输过程
中压死、闷死的鸭子，虽然
都是经过宰前检验检疫的
合格产品，但天成公司却坚
持掏钱买下每只死鸭，并自

费建立了无害化处理车间。
为此公司每年又要多掏200
万。“谁让生产线上挂一只
死鸭，直接开除回家。”在质
量方面，宽厚的“大老郭”一
直十分强硬。

平时，“老郭”对员工却
视同亲人。在寿光，天成食
品是很多人艳羡的“好单
位”。每个职工宿舍都安装
空调、平板电视；过生日每
人有蛋糕，在餐厅用餐享受
的是成本价。老郭常说，你
不千方百计让员工生活好、
有个好心情，员工咋能安心
做好食品？

“老郭”的厚道已成为
企业品牌影响力。比如，近
些年“用工荒”、招工难是最
令企业头痛的事，而天成鸭
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从不用为招工的事发愁。

“只要在天成干过的人，都
跟 干 传 销 的 似 的 往 天 成

‘拉’人。我们生产线上许多
来自全国的打工者，一干就
是一二十年，现在不少都在
当地安了家，有的甚至把老
伴亲戚叫来住在天成集体
宿舍。还有一些大学生，自
己在天成扎了根，就把老家

父母、兄弟姐妹也带了过
来。在天成，一家三四口、乃
至七八口同在天成工作的
有一大批！”天成集团总畜
牧师范连荣这样告诉记者，
而她本身就是从当地畜牧
兽医部门退休后被返聘到
天成的。

数据显示，近十几年
来，天成集团中层干部的流
动性几乎为零。尤其是当地
一批政府、事业单位退休的
精英人群也纷纷加盟到天
成。他们说：天成报酬真不
高，就为那个“大老郭”。

在天成集团大门口，好
几个门卫师傅告诉记者：

“‘郭老头’只要不出差，早晨
六七点就来上班，等员工们8
点多陆续上班时，他已经围
着企业转完一大圈啦。”但
是，据记者了解，其实，“老
郭”在企业只有10%的股份。
十多年前，当企业改制时，老
郭说，“大家的企业才能(做)
大，我不要那么多，10%就够
了”。门卫说：如果你是外地
人到天成集团找“董事长”，
许多人可能会犯一下愣；如
果你上来就说找“老郭”，所
有人都不会搞错啊！

“食安山东·诚信守望”公选总点击量突破150万

““诚诚信信””口口碑碑刷刷爆爆食食品品圈圈，，请请过过专专家家关关！！

他赔钱补贴农民，他赔钱处理病死鸭确保不外流

寿寿光光天天成成““大大老老郭郭””：：这这辈辈子子也也没没哄哄过过人人！！

“食安山东·诚信守望”典型

公选专家评审团名单

【 诚 信 守 望 】

8月5日与全省260家

星级酒店面对面

“食安山东”团采联购
特别行动，快报名！

本报济南7月17日讯(记者 马绍
栋) 8月5日，省旅游饭店协会将在莱
芜召开常务理事大会并开展团采联购
洽谈。本次对接活动是食安山东质量
诚信联盟与战略合作单位山东省旅游
饭店协会联合主办，旨在整合资源、创
造条件为联盟企业服务，促进名优食
材和新的餐食模式广开渠道进入餐饮
加工终端，推动食安山东落地。

记者了解到，本次常务理事会将
于8月5日-6日在莱芜雪野花园酒店举
行，其中8月5日上午报到，5日下午至6日
上午召开会议。联盟企业同步参加展
洽。参会人员为旅游饭店协会260家会
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单位总经理以上
高管260余人，范围覆盖全省的星级酒
店、品牌连锁酒店，会议规模300余人。

参与展洽的企业可于5日全天及6
日上午，在理事大会现场及酒店大堂
设置联合展示展洽区域，可现场展示
并品鉴。5日晚大会接待晚宴特设联盟
产品推介时间，由联盟负责人介绍联
盟企业及产品，嘉宾品尝。(个别需烹
制生鲜产品，请提前与联盟对接需酒
店协办烹制事宜！)

名额有限，请加紧报名。联系人：
马绍栋 1 5 1 9 4 1 6 8 4 6 5 李岩侠
18678859550

在今年6月13日2016食安山东百强会盟“食安优品进万家”暨第三届食安山东论坛上，2016“食安山东·
诚信守望”典型社会公选正式启动。目前，本次公选社会投票即将全面结束，即将进入专家评审环节，主办
方将对最终名单进行公示，并授牌表彰。

齐鲁晚报李岩侠

品牌工作室策划

做食品30多年来，“大老郭”最常说的都是“土掉渣的大实话”：“食品是个良心买卖”、“俺这辈子不哄
人”。(哄，当地方言，意即忽悠、糊弄。)由于郭洪谦一直穿着朴素、为人低调，在寿光，关于天成“大老郭”有许
多被误解的佳话一直在坊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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