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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力握握诚诚信信、、质质量量 布布局局国国内内外外果果糖糖市市场场
本报专访山东香驰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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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还不知道，平时大家喝的饮料中，十种中有七
种都在使用山东香驰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果葡糖浆，
这其中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蒙牛、伊利、康师傅、娃哈
哈等等。众多国际国内知名大型饮料食品生产商对香驰健
源的产品情有独钟，也恰恰是因为公司产品质量的可信度
极高。

本报记者 李运恒 孙菲

绩效改进提升管理

科学合理稳步决策

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雨和岁
月沉淀，香驰控股有限公司逐步
孕育了以诚信为本、以创新为核
心的企业文化，香驰人用艰辛的
付出换来了企业一步步的升级，
从一家小油厂一步步走来，成为
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国家环境友好企业、中国百佳粮
食企业。山东香驰健源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作为香驰控股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2006年成立，2007
年正式投产，并始终秉承诚信、
创新的核心文化理念。

目前，公司建立了“以‘四高
一强加一好’为核心的改进目标
体系，以卓越绩效为框架的系统
改进模式、以六西格玛管理为中
心的整合改进方法”三位一体的
绩效改进系统，并通过高层研讨
和定期形势分析来实现绩效改
进的高层推动，以提升管理精细
化水平和核心竞争能力。同时，
公司建立了由研发中心推进，以
知识资产管理和员工技术、管
理、操作创新共享为核心的管理
体系。将绩效改进过程的数据，
信息和获得的知识通过信息化
平台在全公司共享。

公司具备了完善、规范的管
理体制和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
与决策机制。公司高层合理授
权，明确分工；实施激励机制，充
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坚持自主创
新，保持对环境变化的敏锐度，
快速反应；鼓励学习，构建学习
型组织，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经营
环境，组织并严格遵守经营、安
全、环境、质量等方面的相关法
律法规，恪守以诚信经营为核心
的商业道德规范，并把这些要求
及时传达到员工、供方和合作伙
伴。

遵循客户所需标准

引入产品管控“国标”

多年来，健源公司一直保持
着保障产品质量，服务客户的诚
心。“要想抓住客户的心，就必须
知道客户心里在想什么，客户需
要什么！”据了解，公司一直执行
超过行业标准一倍的国际标准，
不仅生产规模居全国前列，而且
产品质量达到可口可乐、蒙牛、
伊利、亨氏等大型饮料公司所需
标准要求，同时公司还分别与农
夫山泉、娃哈哈集团、喜之郎集
团签订年度供货合同并实现供
货，与国内三大知名公司达成战
略合作关系；并且连续两届被中

国淀粉糖行业协会评为“淀粉糖
行业二十强企业”，“节能环保示
范企业”，提高了果糖公司在行
业的知名度；2011年获得可口可
乐大中华区600多家供应商唯一
最佳“供应商质量奖”，2012年又
获得可口可乐大中华区供应商
战略“联盟奖”，2013年再次获得
可口可乐大中华区供应商最佳

“供应商质量奖”。如今公司产品
畅销国内，并出口东南亚、中东
等地区的多个国家。

公司在不断的发展中一直保
持着谦逊好学的品质，并积极从
国际化大型企业中“取经”。2009
年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公司建
立合作关系，“合作是一方面，更
重要的是跟这样的企业合作能学
到很多东西。”公司一位领导介
绍，公司高层当即就提出了向“两
乐”学习，“做一流产品，树行业标
榜”的管理思路，将可口可乐与百
事可乐的质量管控标准(国际标
准)引入到品质管理，构建形成以
质检技术为主的联合快速反应机
制；“GMP良好作业规范”“国家
安全标准化(一级)认证工作”“社
会责任管理体系”同时开展，学会
从国际化大型企业“取经”，在产
品质量控制、现场“6S”管理等方
面全面提高。

保持创新研发能力

健全质量追溯体系

公司致力于以诚信为标榜、
立足金牌供应商，并具有品种规
格齐全，品质优良的淀粉糖研发
生产能力，公司选用国际先进制
糖设备技术、管理及控制方法，
不断改进提升产品质量，各系列
产品具备优异的品质，同时，采
用国外高效喷射液化技术、有机
膜超滤技术、全自控离子交换技
术、色谱分离技术、全自动控制
技术等高新技术，实现了自动
化、现代化生产，为稳定产品质
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其中生产
的系列产品F42-71%，F55-77%果
葡糖浆已经达到了国内顶尖水
平，在业内得到了众多客户的青
睐。

科研能力增强的同时，还必
须有食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为了
切实履行企业食品质量安全主
体责任，确保产品和服务质量安
全，公司建立起企业质量安全控
制关键岗位责任制，明确了企业
主要负责人对质量安全负首要
责任，企业质量主管人员对质量
安全负直接责任。同时，严格实
施企业岗位质量责任规范与质
量考核制度，分别制定了产品质
量安全考核细则，从物料供应商
质量管理、生产设备管理、生产
过程控制、包装标识及标签管

理、产品发货安全控制、销售台
账、产品投诉、质量事故等多个
方面，对各职能部门、各岗位人
员执行质量管理各项规定的情
况进行定期考核；严格执行重大
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及应急处理
制度，健全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同时切实履行质量安全担保责
任等法定义务，依法承担质量损
害赔偿责任。

据统计，2008年5月公司通
过国际质量和环境体系认证、
FSSC22000管理体系、保证哈拉
体系、犹太认证、IP非转基因认
证；2009年F55果葡糖浆制取工
艺技术研究与开发被评为年度
中国粮泊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
2012年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共计8项，通过“清洁生产企
业”；2013年8月在健源公司建立
全国唯一一家“全国果葡糖浆研
究(检测)技术中心”，一项项荣誉
是社会对企业的认可，而荣誉的
背后定是企业自身努力的结果。

“私人定制”服务客户

把脉市场进行生产

“客户就是上帝”，日常生活
中，大家经常这样讲，对于客户
的服务自然是至关重要，如何能
服务客户更加贴切成了公司一
直不懈追求的目标。为了更好的
服务客户，公司根据对顾客与市
场信息的了解，将影响顾客购买

决定的因素归纳为11个主要因
素，分别是品牌知名度、产品价
格、产品质量、产品包装、性能价
格比、产品交货、销售政策、售后
服务政策、产品市场行情和区域
市场消费水平。“因为顾客购买
产品的目的、用途的不同，造成
在选购产品时关注的因素有差
异；即在影响顾客购买的因素
中，各个影响因素对不同顾客的
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不同顾
客的需求和期望，信息收集方式
上的差异性为更好的留住老顾
客和开发潜在顾客及竞争对手
的顾客，公司在顾客沟通方面也
不断采用新的方式，例如在战略
顾客中，公司就采取了定期拜
访、电话函件、业务支持系统、顾
客满意度调查等多种方式，对于
重要顾客则采取了定期拜访、行
业展会、电话函件、满意度调查、
技术支持小组，私人定制等。

与此同时，公司对关键供应
商和经销商，及其在关键产品和
服务过程及创新中的都有了相
应的服务态度和标准，公司还对
重要供应链提出了重点要求：减
少操作成本、提高资产利用率、
压缩订单前置时间。侧重于客户
的实际需求，采取市场导向进行
生产活动，通过实施市场导向，
实现控制原材料、成品、包装材
料的流动达到最小化，从而降低
库存，降低整个供应链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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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全球核心资源

积极抢占国际“糖市”

目前，健源公司在国
内市场遍布全国大中城
市，设有11个区域代理
商，而对于充满“诱惑力”
的国际市场，公司也在不
断开拓。如今公司产品遍
布泰国、印尼、菲律宾、越
南、伊朗、沙特、新几内
亚、尼日利亚等国家，越
南、泰国、印尼和菲律宾
四个重点市场作为2014
年新开拓的国际点，都已
经在当地相继设立了办
事机构。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
化的不断深入，结合国内
果葡糖浆行业和市场的
发展特点和走势，健源公
司分析公司内外部的资
源优势，提出并制定了以
满足客户需求为主导，创
新经营思路；以开拓差异
化市场为主线，全力开发
国际市场；以构建信息化
平台为载体，提升决策能
力。健源公司把国际化战
略的目标确定为：整合全
球资源，不断增强企业综
合实力，形成企业的核心
竞争优势，提高国际竞争
力，到2016年，出口收入
占 到 公 司 整 体 收 入 的
60%以上，将企业打造成
为世界一流果葡糖浆生
产企业，成为世界知名果
葡糖浆品牌，促进公司长
久健康稳定发展。对于国
外市场，公司倍有信心，
也正逐步建立完善的外
贸市场服务体系，提升公
司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影
响力。如今，捷报连连，公
司又顺利拿到了肯德基

和麦当劳供应商的通行
证。

诚信和善与时偕行

树立品牌生态发展

多年来，公司始终秉
承诚信、创新的核心文化
理念，通过多年的经营发
展和根据果葡糖浆产业
特点，在员工参与讨论的
基础上，公司高层领导将
使命延伸为：甜蜜生活从
这里开始，使命的认定不
仅仅是严格要求自己，更
是对行业的负责。随即又
将愿景和核心价值观细
化为经营理念：诚信开拓
市场，质量创造品牌。在
为客户、员工和社会创造
更多价值的同时，最大限
度地提升自己的品牌价
值，持续、健康、稳步地向
着“生态香驰，绿动中国，
基业长青，行业典范”的
企业愿景迈进。

公司核心价值观确
定为：诚信和善，与时偕
行，关于对此价值观的理
解，公司员工也有着深刻
独到的看法。“诚信”是香
驰人对客户的基本态度，
是香驰人恪守的商业道
德底线；“和善”是指对于
合作伙伴和社会的基本
态度，既互利共赢；“与时
偕行”身处日新月异的时
代，只有认真倾听市场、
洞察市场、紧跟市场和时
代脚步才能生存和持续
发展。 把“诚信”尊为经
营之本，将“质量”尊为品
牌之本，并作为企业立
足、基业长青的永恒守
则，相信健源会在这样的
指引下，开创更加美丽的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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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制定务实战略

稳健强劲发展步伐

成功地制定和实施
企业战略是实现企业卓
越管理的可靠保证。公
司 对 战 略 管 理 极 其 重
视，并建立了一整套科
学 务 实 的 战 略 管 理 体
制，通过进行战略及其
目标制定、战略部署，公
司已实施战略目标为主
线，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势头。去年主营业务再
创佳绩，销售收入达到
4 . 9亿，利润总额度3700
万元，创汇2200万美元。
公司短期战略目标(2014
年)确定为 F42果糖产
量2 . 5万吨，F55果糖产

量17 . 85万吨，销售收入
13 . 4亿元。

对于未来发展的期
盼，公司也制定了长期
战略目标 ( 2 0 1 2 - 2 0 1 6
年)，发展分两步走：公司
要实现年均30%的增速，
三年时间实现产值翻一
番，达到15亿元。在此基
础上，利用2-3年时间，
再造一个新健源，产值
再翻一番，达到30亿元。

“诚信和善，与时偕行”
相信在这样的核心价值
观指导下，山东香驰健
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
以更加强劲的动力稳步
发展，在国内乃至全球
的果糖市场创造出更加
美好的未来。

有机膜过滤系统。

▲香驰健源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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