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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5日讯（记者
马绍栋 实习生 刘腾飞） 2
日，由省食药监局、济南市食药
监局联合举办的“食安山东”食
品生产示范企业典型经验报告
会暨2015年食安宣传周食品药
品监管局主题日活动在济南举
行，会上青岛啤酒等5家“食安山
东”食品生产示范企业代表介绍
了质量安全管理的先进经验，
140余家食品企业参会。

山东是食品产业大省，2014
年，食品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约1 . 6万亿元，约占全国的六分
之一。目前全省共有211家企业
被确定为首批“食安山东”食品
生产示范企业。

省食药监局食品生产监管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共有
10668家食品生产获证企业，其
中中小型企业数量接近八成，这
部分企业管理基础相对薄弱、从
业人员专业素质普遍较低，一直
以来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工
作重点。“食安山东”食品生产示
范企业创建活动的目的就在于
确定一批质量安全管理水平较
高的企业，树立全省食品生产企
业的标杆，发挥品牌示范引领作
用，提振消费信心。另一方面引
导广大食品生产企业认真学习

借鉴，特别是一些中小食品企
业 ，政 府 也 将 鼓 励 他 们 通 过
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和HACCP体系认证，不断提高
自身质量安全控制的能力，促进
食品产业转型升级，提升食品安
全保障水平。

青岛啤酒：

食品安全出问题

直接问责一把手

“我们酿酒理念是食品安全
放在第一位，然后是质量，其次
是产量，再次才是成本。”青岛啤
酒股份有限公司质控部相关负
责人在会上表示，青啤的食品安
全管理架构分为三级，第一级由
总裁担任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
公司高管担任委员，“没有副主
任”；第二级的食品安全领导小
组由公司副总裁兼总酿酒师担
任组长；第三级包括各工厂、营
销单位及经营性子公司。“一把
手是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实行
食品安全内部管理事先追责
制。”

在此基础上，青啤下辖的5
家生产企业全部实行质量安全
授权制，授权认命企业总酿酒师
为“食品质量安全总监”，负责最

终产品放行的批准，对关键工艺
参数的确定以及关键生产设备
的选取、对关键原辅料供应商的
确定等都可行使否决权。

同时实施食品安全审计评
价，年度确定工厂风险等级，由
低至高的顺序为A、B、C级，下一
年度根据工厂风险等级实施工
厂食品安全分级管理。

景芝酒业：

传统酿酒升级现代工业，

质量红线不能碰

“早在2005年，景芝酒业就
引入了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可以
说质量管理一直贯穿在企业的
战略规划、研发创新和日常工作
中。”景芝酒业副总裁赵德义表
示，当下正值白酒行业深度调整
期，各大酒企都在转型突围，谋
求再发展，而景酒坚持质量取胜
的做法对保障食品安全，对行业
良性转型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据赵德义介绍，景芝一直坚
持质量管理八不原则，树立质量
管理红线：决不因降低采购成本
而降低产品质量，决不因降低生
产成本而降低产品质量，决不因
赶任务赶时间而降低产品质量，
决不管理粗放、标准放松而降低

产品质量，决不因私情和小团体
利益而降低产品质量，决不隐瞒
质量事故，决不质量问题不按正
规渠道反馈，决不以任何借口降
低产品质量。

景芝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装
备制造技术及现代生物技术对
传统酿酒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了
全过程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同
时，建立食品质量安全舆情管理
制度，快速反应，对可能的食品
安全风险因素进行风险评估。

鲁花花生油：

安全事故零容忍，

质量问题一票否决

“质量是个1，离开了这个1，
其他都是零，所以鲁花一直坚持
质量安全一把手负责制和一票
否决制，对安全事故零容忍、质
量投诉零容忍。”莱阳鲁花浓香
花生油有限公司质控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此集团公司每年年
初都要隆重召开签状大会，总裁
与下属食品生产工厂一把手郑
重签署质量、安全目标责任状，
各工厂将质量安全责任逐级分
解，确保将相关具体责任落实到
实处。

同时依据《责任状》条款落

实考核，形成了一套首尾相连、
环环相扣的产品质量可追溯体
系，公司对产品质量实施一票否
决制，对违反标准要求的干部和
员工，采取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
相结合的办法，逐渐改变了员工
平常工作的随意性。

在源头方面，对进厂的原料
以每一车为一个检验批次进行
抽样，原料在车间加工过程中，
都有详细的跟踪记录，确保对每
一批成品能追溯到原料的批次。
同时实行“自检、互检、专检”和

“首件检验、过程检验、完工检
验”的“双三检”制度；产品包装
阶段，实行质检人员跟班制，入
库留存样品时间为两年，便于市
场、消费者反馈的质量追溯和责
任追究。

文/片 本报记者 张鹏飞
实习生 刘腾飞

探访：

养地三年，

不施农药化肥

齐鲁惠丰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是一家长期从事生产、加工和
销售高端果蔬及农产品的专业
公司，现在长清与北京首农集团
合作建立了一处1200余亩的大
型基地。当日餐饮企业、农产品
经销商、农技协会等20余名代表
一同来到这里考察，寻找符合各
自要求的好果好菜。

走进基地，首先看到的是
这里的好几块地并没有蔬菜和
水果，而是长满了杂草。“这是
在养地呢，我们可是花了三年
的时间让土地休息，其实就是
让土壤对之前残余的农药和化
肥残留物进行自然降解，养完
的地种出来的菜才好吃，也更
安全。”惠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梁凤全边走边跟记者介
绍。

老梁表示 ,过度使用农药
化肥是发展的必经阶段,但现
在让种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
已经成为当下及未来的必然趋
势。

“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农药
和化肥，这里的黄瓜和西红柿
不用水洗,可以直接吃。”在老
梁的现代化日光温室里,鲜红
欲滴的西红柿挂在叶梢，记者
随手摘了一个，一股浓郁的西

红柿香味扑面而来，咬下一口，
水分充足，酸甜可口，让人想起
小时候在农家院子里吃到的西
红柿。

老梁呵呵笑了，他说，“这
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希望能用
最传统、最自然的办法，尽量让
大家吃到小时候吃过的最原始
的瓜菜味道。”

瓶颈：

最犯愁的是消费者

对产品不够了解

往基地深处走，来到这里
的西瓜生产基地。里面的西瓜
个头也就巴掌大。梁凤全说，这
里的西瓜用的都是动物粪便发
酵的有机肥，还会定期使用豆
浆、牛奶等浇灌。“所以种出来
的西瓜口感非常好，从沙瓤中
心到瓜皮几乎都是一样甜的”

“其实这也纠正了公众的
一个消费误区，西瓜并非越大
越圆的才好吃，食品安全不能
以卖相为标准，对于吃来说，口
感和安全才是王道。”随行参观
的一位业内人士如此感慨。

但是品相不好导致销量不
佳是难以避免的现实，另外
产量低、价格高、公众偏见等

因素仍是挡住好果菜走上餐
桌的坎儿。

“同样是年前一起种的西
瓜,别人的大棚都收了两茬了,
而我的还要有20多天才能收
获。”梁凤全表示,自己种的黄
瓜平均产量也要比普通基地少
四成甚至一半以上。

另外由于种植成本远高于
普通蔬果，市场上略显“高贵”的
身价，也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
步。比如惠丰种植的黄瓜，市场
上的黄瓜两三块钱一斤，而他们
的有机黄瓜要卖到12元一斤。

让梁凤全犯愁的还不只是
产量和价格,更多的是一般消
费者对他产品的不了解。

“我的西瓜是贵，但是我坚
信如果了解我的瓜以后肯定愿
意买。”老梁的自信源于两点，
一是他的瓜口感好，他自认为
西瓜的口感能留住客户。二是
瓜的安全性，绿色环保，“希望
更多的人亲自来看看，了解我
种植的过程。”

突破：

餐饮企业试吃后

当天拍板签约

“这里的果蔬很好，让人吃

了放心，也符合我们店面对食材
的要求。我今天来试吃以后，立
马就决定跟梁总签约，建立长期
的合作关系。”川香情缘餐饮有
限公司董事长、济南市饮食业协
会副会长薛立勇说，在这里试吃
后，明显感觉到菜的口感地道，

“确实能吃出来不同。”
“咱俩好好谈谈吧，我这正

需要这种好产品，我们想找还找
不到呢！”济南吉尔宾馆董事长
赵武对梁凤全表示，“我们对食
材把关很严，但是对很多东西不
了解，今天直接走进基地，很多
产品都能直接找到根，我们可找
到长期的放心菜基地了。”

回归自然有机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市场总监李晨认为，这种
回归本真的种植方式与他们“回
归自然”的理念不谋而合。但他
认为，东西是好东西，更重要的
是如何打开市场。

对此，济南市饮食业协会会
长孟庆勇也持相同看法。他认
为，发展高端果蔬的出路就在于
营销和市场，“通过这次活动的
行业上下游对接、通过建立互联
网的对接，让别人了解你、认可
你，同时要走规模化、专业化的
路子，才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
求。”

本报济南7月5日讯（记者 马
绍栋）自从本报发起主办第二届“食
安山东”论坛以来，陆续有上游食品
供应商及下游的超市、餐饮等采购
商纷纷表示希望能够有持续稳定的
供需对接平台。作为“食安山东”后
续系列活动，本报将以“食安山东质
量诚信联盟”为依托，继续推进“为
好食材找好买家”的供需考察对接
活动，即日起接受相关食企报名。

2014年食安周期间，齐鲁晚报
牵头发起的“食安山东质量诚信联
盟”得到了青啤、蒙牛、益海嘉里、东
阿阿胶、景芝酒业等上百家著名食
企的积极拥戴，随着“食安山东”各
项活动开展，先后吸收了荣丰集团、
阳春乳业、圣元、惠氏营养品等多家
企业，联盟紧密型会员已达70余家。
同时联盟已与省食协、省奶业协会、
省饮料协会、省消费者协会、质量评
价协会、企业信用与社会责任协会、
诚信文化促进会等建立长期战略合
作关系。

作为致力于整合资源搭建山东
食品企业综合服务平台，诚信联盟
旨在整合食品生产监管等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食品科研院所、电商
营销、品牌传播等优质资源，针对联
盟企业各项实际需求 ,提供一站式
最优化解决方案，促进省内外食品
行业名优企业抱团发展、互换产品、
互惠市场、壮大品牌、共赢发展。

6月16日第二届食安山东论坛
期间，联盟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率先
在联盟内企业尝试推行上下游原料
来源对外透明公示制度，吸引了200

余家食企、餐饮连锁企业参加。为继
续服务联盟企业，更好地引导消费，
联盟继续秉承“让诚信相互印证，让
品牌联合发展”的原则，继续开展供
需对接活动，无论您是扎扎实实生
产放心品质食材的生产企业，还是
有采购需求想给消费者奉献精品优
质食材的渠道商、餐饮酒店，我们本
着“人良为食 共筹食安”的理念，
都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将集中组
织考察对接活动。

活动详情可联系：“食安山东”
质量诚信联盟秘书处，齐鲁晚报品
牌经济工作室。李岩侠18678859550；
马绍栋15194168465 食安山东质量
诚信联盟群 : 2 0 9 5 8 8 7 0 8 邮箱 :
d ax ia365@sina .com ;1036250125@
qq.com。

“食安山东”示范企业报告会召开，百余食企分享质控经验

““离离开开质质量量这这个个11，，其其他他再再好好都都是是00””

好好果果好好菜菜上上餐餐桌桌，，还还需需多多方方合合力力
本报发起食品供需对接，餐饮企业深入果蔬生产源头体验，试吃后当场拍板签约

“长得不咋滴，个头也
不大，但吃起来挺好吃，很
纯正的黄瓜味！”3日，在位
于济南市长清区的齐鲁惠
丰蔬菜生产基地，本报联合
济南市饮食业协会组织的
餐饮企业与生产基地供需
对接活动在这里进行，现场
考察体验了基地的果菜，已
有餐饮企业现场拍板要签
约合作。

为好食材找好买家

食安山东供需

对接活动邀您参加

微博：http://weibo.com/u/3870363721

品牌企业QQ群：260469383

主持人：李岩侠 邮箱：daxia365@sina.com

电话：18678859550 0531-85193055

齐鲁晚报李岩侠

品牌工作室策划

餐饮企业代表在基地现场考察西瓜品质。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