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心早餐“香”飘鸢都
隆泰大包，麦品乡馒头受市民追捧
本报记者 韩杰杰

编者按：
放心早餐工程、

“村村通”自来水工
程、校舍加固安全工
程……《今日潍坊》
扎根六年来，见证了
潍坊众多听民声、察
民情、解民忧的民心
工程的实施。

潍坊隆泰食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速冻面食加工出口、放
心早餐供应、蔬菜种植、餐饮
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经营企
业，公司现有员工600多人。

企业始终将产品质量作为
头等大事来抓。公司拥有生产
车间四处和与之相配套的1000

吨冷库，车间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口检验检疫机构的加工
标准建造，年产量 1 5 0 0 0余
吨。公司拥有自属蔬菜种植基
地和合同蔬菜基地300亩，基
地的育苗、施肥、灌溉均按照
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要求进行
操作，确保生产的蔬菜达到绿
色无公害标准。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HACCP食品安全质量体系
认证和QS质量安全认证，出口
产品主要销往日本、澳大利亚、
北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2009年，企业被潍坊市政
府 定 为 “ 放 心 早 餐 定 点 企
业”。现有网点200多个，覆
盖了潍坊市五区一县一市，现
有早餐产品50多种。放心早餐
以安全、卫生、营养、快捷深
受广大居民欢迎。

隆泰风采展示

“放心早餐”是如何炼成的
呢？近日，记者来到潍城区潍坊
隆泰食品有限公司，实地参观
放心早餐的后厨房。

身穿无尘服，脚套胶皮水
鞋，口戴口罩，手带手套，头发
用 头 网 兜 住 ，再 塞 进 帽 子
中……这不是电视剧中的场
景，而是进入车间前的“统一装
备”。“全副武装”完毕后，还需
经过滚轮棒的扫描，去除衣服

上的毛发等脏物。手则要经过
洗手液杀菌、浓度50-80PPM次
氯酸钠溶液侵泡、冲洗等步骤，
迈入车间后再进行酒精消毒。

在生产环节，为尽可能减
少手工参与，和面、制馅、制熟、
冷冻，都是机器化生产。而所有
的生产均在实时监控中，每一
道工序都是透明的。在保鲜方
面，公司完全弃用防腐剂而是
采用速冻的方式。经过速冻步

骤后，早餐食品就出炉了。当
然，产品出厂前，也要经过层层
检验，员工先自检，然后再经过
X光探测仪、金属探测仪的检
测，以确保食品中没有异物。

为保证放心早餐的新鲜
度，放心早餐都是下午开始制
作，次日凌晨开始装车，六点之
前配送至各网点。然后，经早餐
工作人员热加工，就变成市民
手中新鲜美味的早餐了。

正是因为对品质的坚守，
四年来，隆泰放心早餐赢得了
越来越多市民的青睐。如今隆
泰放心早餐亭由最先的17个扩
展到200多个，覆盖五区一县一
市，占放心早餐网点总数的七
成以上。

在增加网点以服务更多市
民的同时，隆泰还不断试验新品
种，如今早餐品种多达50余个。
日前公司还新建无菌化车间并

引进国内最先进馒头生产线，推
出“麦品乡”放心馒头产品。该馒
头采用真空技术揉面与电脑温
控醒发，杜绝了添加剂的使用并
令馒头品质规格标准统一。

放心馒头一上市，便吸引
了众多回头客。目前全市40多
个网点均可买到放心馒头。

“现在不少馒头做得太软，
用手一攥就剩下一点，跟面包
似的，不充饥，但隆泰的放心馒

头就不一样。”消费者张静说，
自己是放心早餐的老客户，最
先购买这个品牌的馒头完全是
冲着隆泰的牌子，放心嘛，没想
到吃起来麦香浓郁，口感劲道。

据悉，新引进的馒头生产
线一天可生产馒头10-15万个，
按规划，隆泰不仅将优质的馒
头送往市区各大社区，还将在
潍城、昌乐的农村地区设点开
卖，让更多人吃上放心馒头。

经 过 四 年 发 展 ， “ 隆
泰”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早
餐品牌。公司的先进管理和
经营理念，也吸引众多外省
市的同行前来观摩学习。

“公司之前是一家纯出口
企业，产品主要销往日本、澳
大利亚等地区。2009年公司被
潍坊市政府定为‘放心早餐
定点企业’。放心早餐启动

后，公司坚持用产品出口的
标准生产放心早餐。”该公
司质检部杨春泉部长介绍，
原材料进入企业前必须经过
多道关口。公司与所有供货
商事先签订质量承诺书，若
产品出现问题，供货商将承
担责任。公司还建设了化验
室 ， 对 产 品 进 行 全 方 位 检
验。为从生产原材料环节进

行控制，公司还斥资建了100

亩自属蔬菜基地，承包200亩
合同基地，雇佣工人严格按
无害化标准生产蔬菜，严格
控制蔬菜的农残药残。同时
为更好听取消费者意见，公
司还引入社会监督员制度，
定期召开座谈会，通过自检
和社会监督两种方式来确保
产品规范放心。

自信、亲切、富有激情，是记者对她的
第一印象。在与她沟通之后更让人觉得，作
为一个食品企业的负责人，她心里装的不仅
仅是生意经，更多的是对社会责任的践行，
对梦想的坚持和努力。

她是潍坊隆泰食品有限食品的董事长郭
秀兰，今年57岁。13年来，她带领员工一
起，将一个连年亏损即将倒闭的企业，通过
招商引资发展成全省粮食系统面食出口最大
的企业，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投入到放心
早餐工程的建设中。

从连年亏损到出口领军企业

潍坊隆泰食品有限公司建于1998年，前
身是一个小冷藏厂。因经营不善先后三次易
主，也未能摆脱亏损状态。

为扭转局面，潍城区粮食局任命郭秀兰
前来接手。时任西苑粮油食品供应公司经理
的郭秀兰没有犹豫，立即抛下稳定的工作投
入到新的岗位中来。当时工厂上下只有17名
员工，却背负着167万元外债和450万元的银
行贷款。

怎样才能给工厂注入活力？郭秀兰想到
了招商引资。2000年全国粮食系统下属的企
业掀起了改制大潮，郭秀兰通过各种渠道，
找到了合作伙伴，开启了向日本出口速冻饺
子的大门，完成了转型。

当时，从厂房建设到设备采购，从原料
购进到加工生产都是一片空白，加上加工出

口企业商业保密性强，在既无技术，又无图
纸的情况下，她迎难而上，克服一个个困
难。在员工眼中，郭秀兰是个典型的工作
狂，上班早下班晚，全年无休。合资后第一
批业务是向日本出口牛蒡，为了使牛蒡顺利
出口，她带领采购人员奔赴江苏农村，连续
几天几夜吃住在车上，每天只睡两小时。为
了顺利出口饺子，她托朋友从其他食品出口
公司带回两袋出口食品，反复研究其制作的
工艺特点，制作方法和口味，经过无数次实
验后，终于掌握了出口水饺的制作要求和工
艺流程。

就这样，凭着对工作的一腔热情和激
情，她带领员工将一个连年亏损的企业发展
成拥有员工600余人，年销售7000吨的大型食
品企业。

安全生产，说再多也不嫌多

作为一个食品企业，合格的产品质量，
是企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说起这些年的从业
历程，她用“步履薄冰”来形容食品企业走
过的每一步。蔬菜、米面、调料、生产过
程……每个环节都可能会引发食品安全问
题，都需要所有人员小心再谨慎地对安全进
行把关。

因为深感质量管理是企业生存的基础，
没有好的管理就有过硬的产品，只要有空
暇，她就翻阅现代管理书籍，参加现代化管
理培训班，推行现代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不仅能保证产品
的质量，也能给企业带来机遇。”郭秀兰说，公
司刚开始做出口业务时，一国外客商提出要
考察公司的质量管体系，“当时就懵了，因为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质量管理体系”。眼看合作
机会白白失去，郭秀兰开始反思。

她开始邀请专家来公司培训，让公司的
中层领导先学习现代化企业管理理论。每天
都进行一次小考，考试合格后回原岗位上
班，不合格的继续学习，直到所有的中层领
导都合格。经过一年努力，终于建成了
IS09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一年之后，又取
得HACCP认证。

因为员工大多来自周边农村，学历不
高，单纯说质量管理，既生硬又难懂，为了
让员工明白质量的重要性，她动之以情。
“大家把产品想象成是做给父母吃的，用爱
心去制作产品。”她这样告诉员工。

正因为对品质的严加要求，国外客户只
要合作一次，就会成为隆泰的固定客户。郭
秀兰笑着说，可以毫不谦虚地说，现在订单
是我们决定接还是不接，因为想跟我们合作
的客户太多了。

出于责任，也出于梦想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郭秀兰也不例外。
公司走上正轨后，郭秀兰不时会想：我们企
业的产品在国外这么受欢迎，质量这么好，
什么时候潍坊老百姓也能尝尝呢？

2009年，市商务局开始打造“放心早餐
工程”。这与郭秀兰心中所想不谋而合。她
决定加入其中。

开始，也有朋友劝她：公司出口形势这
么好，产品供不应求，为什么要去搀和利润
薄、投入大的早餐市场呢？

这话不无道理。早在2003年，潍坊就启
动过放心早餐工程，但没有成功。原因就是
早餐业利润薄，活又累，还要受到众多小摊
贩的冲击，商家积极性难以持续。

但郭秀兰还是决定接下这个重任。这不
仅是她的一个梦想，也是一个企业应该有的
社会责任：早餐产品良莠不齐，应该有企业
站出来为老百姓提供放心早餐。她也有信
心，只要肯吃苦，公司产品这么好，肯定能
打开内销市场，为公司发展拓宽市场渠道。

这一步，对隆泰意义极不寻常，对她，
亦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旅程。隆泰专门成立潍
坊隆泰绿丰餐饮有限公司，主做放心早餐。
早餐看似简单，实际却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
程，人员招聘、培训，生产线的引进，新产
品的开发，配送网络的建立，这些都在她的
一步步指导下建立完善起来。

目前隆泰已经发展早餐车200余个，初
步形成了覆盖五区一县一市、便民利民的服
务格局。

对放心早餐，她未来还有很多规划。但
排在这些之前的，永远是“放心“两字。正
如她说的，质量安全是企业的基石，亦是企
业对百姓的承诺。

放心早餐咋生产 亲眼看了更放心

“放心家族”再扩容 “麦品乡”馒头上市了

按出口标准生产 “隆泰”成早餐放心品牌

食者仁心
——— 访放心早餐“掌勺人”郭秀兰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民以食为天，2009年7月，潍坊“放心早餐”工程启动。经过四年的风雨洗礼，放心
早餐工程根繁叶茂，网点发展到330多个，覆盖五区一县一市。

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服务，隆泰放心早餐赢得众多市民喜爱，如今网
点发展到200多个，为200余人提供了再就业岗位。近日，记者走进隆泰，近距离观摩
放心早餐的“隆泰模式”，探寻成功的秘密所在。

郭郭秀秀兰兰与与员员工工一一起起庆庆祝祝生生日日。。

C11 2013年6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韩杰杰 组版：曹庆丽

今日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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