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续五年10%以上增长没贷款没外债

亚亚奥奥特特用用良良心心守守护护来来的的逆逆势势增增长长

本报记者 马绍栋

不上市没贷款没外

债 ，公 司 却 连 续 五 年

10%以上增长

“这几年乳业比较难做，可
你看我们今年开局还不错。”73
岁的孔凡荣精神矍铄、思路清
晰，他随手拿出今年1-2月的销
售统计表说。表格显示：1-2月
份的公司销售量为22982327
袋 ，2 0 1 5 年 同 期 销 售 量 为
21337163袋，今年比去年同期
增 加 1 6 4 5 1 6 4 袋 ，增 幅 为
7 . 71%。

由于春节前后正是销售旺
季，因此按往年经验推算，公司
一季度实现10%以上增长已成
定局，而在此前亚奥特已连续
五年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
长，这在行业不景气、国内乳制
品消费信心不振的背景下显得
尤为亮眼。更让人难以置信的
是，如此快速发展的一家乳企
居然“没上市、没贷款、没外
债”，财务状况异常健康。

“亚奥特的发展就是实实
在在，不能盲目扩张，不搞虚假
业绩，能办就办，办不了拉倒。”
孔凡荣说得斩钉截铁。可这么
大的公司，发展中总会遇到资
金问题，孔凡荣选择了员工“众
筹”。最明显的一次是2004年，
由于压奶导致资金紧张，在前
期全员持股的基础上，亚奥特
进行了二次扩股，凡是进厂两
年以上的，无论管理人员还是
普通职工都可以参与，不愿入
的也不强求，最终80%的员工
入了股，募集资金5682万，一举
帮企业渡过了难关。

员工就是家人，罚

款要董事长亲自批准

“春节每个职工都是400元
福利、600元现金。”记者采访中
发现，员工的支持一直是亚奥
特的最大支撑，而公司对员工
的关爱则值得诸多企业学习。

其实早在1994年第一次公
司股份制改造时，员工和企业
的融洽关系就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当时公司先对员工买断工
龄，再做工作让员工买公司股
票完成身份转换，84名职工有82
人入了股。而对这些员工，亚奥
特也从来没有亏待他们。“当年
入股8个月，我就按30%回报。去
年又按30%分红。”孔凡荣说道。

在亚奥特，职工要被罚款，
需孔凡荣亲自批。“我始终跟他
们讲，罚款不是管理职工的好
办法，要靠教育、说服，用心感
化。工人出问题是管理问题，罚
车间主任也不能罚工人。”

孔凡荣坦言自己管理企业
的“土办法”非常管用。“盈利最
先保障职工，没钱宁愿不发展，
像五一、国庆，农村里过的节日
像正月十五、二月二、五月端
午、八月十五等，公司统统管
饭，把员工当家人一块儿过
节。”他表示，千万不要跟工人
算计，而要向市场要效益，向管
理要效益。

“企业发展了，给员工多发
点工资，搞点福利，这就是咱的
目的。春节前厂里18户特困职
工，我们管理层一起出钱，像家
里有特殊病人的，三千五千就
能过这个春节。”孔凡荣介绍
说，既然是“亲属”，就要给他们
关怀和安慰，提升其幸福指数。

消费投诉率十万分

之一，比国标低10倍

“用户投诉率，国家规定是
万分之一，你看看我们的标
准。”孔凡荣拿出一份今年1月
份的投诉处理情况，上面显示
整个1月份只有8起投诉（每天
销售量为40余万袋），其中低温
奶投诉率为0 . 057/十万，常温
奶投诉率为0 . 077/十万，酸奶
为0 . 055/十万，也就是说每个
品类投诉率连十万分之一都不
到！

记者注意到，在这份表格
上详细记录了投诉日期、产品
品种、经办人、原因及处理结
果，涉事单位及负责人信息，这
些都要抄报所有领导班子成员。
而孔凡荣又在上面密密麻麻勾
画出关于订户投诉的原因及处
理意见。“你看这个临期产品，到
底是几天，3天，5天？一定要整明
白！口感发苦到底是什么原因？
光简单调换就行了吗？”

这种细节的周到自然得到
消费者的高度认同。记者了解
到，像亚奥特这样的乳企在超
市零售环节的产品并不多，八
成以上的客户都是固定订奶
户，每天各级市场会将次日的
订量上报企业，生产数量精确
控制，避免了退奶降低了成
本；同时冷链物流配送有效保
障了奶品质量，客户忠诚度很
高。

一次销毁80万元的

奶粉，收奶价始终高于

市场价

“三聚氰胺事件的时候，我
们仓库有一批奶粉，价值得有
80万元，虽说不能确定是否含
有三聚氰胺，但为了不留安全
后患，我们全部拉出去销毁
了。”提到当年的乳业危机，孔
凡荣回忆说。

其实对乳品质量的重视在
亚奥特随处可以感受到。“为确
保奶源安全，我们有生鲜牛奶
六不收原则，散户饲养的奶、手
工挤的奶、人情面子奶、未防疫
检验的奶、检验不合格的奶、未
签订合同的奶一律不收。每辆
运奶的运输车，我们都安装了
GPS定位跟踪系统，监控运输
车的运输路线、运输时间等，以
防做手脚。”亚奥特工作人员指
着厂区内随处可见的安全管控
措施说道。

在亚奥特，养的每头奶牛
不仅耳朵上有芯片，腿上还有
计步器，这样奶牛一天走多少
步、喝多少水、吃多少饲料，都
了如指掌，数字化的管理让系
统自动屏蔽掉不健康、不适合
挤奶的奶牛，从源头上确保安
全。“这是我们刚投入运营的视
频监控系统，覆盖了从奶牛养
殖、挤奶到车间加工、包装出库
的全链条，从手机上就可以随
时调取。”

记者了解到，目前奶农养
殖效益比2013年减少了50%以
上，养殖业亏损严重，加上国内
乳制品需求疲软，很多乳企为
了缓解经营压力，选择转向国
外进口奶源，限收或停收鲜
奶，而亚奥特却坚持站在奶农
一边，其收购价一直高于市场
平均价。“你真心对奶农好，
他们才会安心、负责地养牛，
这样也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奶源
质量。”

本报泰安3月13日讯（记者
马绍栋） 近两年，受进口洋

奶粉大量低价入关影响，一些国
产乳企为降低生产成本，多用奶
粉限购少购鲜奶，致国内上游奶
业生产备受冲击，原奶收购价长
期徘徊在3元/公斤，最低时只有
2元/公斤，部分地区散户奶农倒
奶杀牛事件时有发生。为竭力保
护上游奶源，帮奶农渡过难关，3

月11日，记者在泰安山东亚奥特
乳业有限公司采访时了解到，在
长期坚持不降鲜奶收购价的基
础上，在刚刚过去的2 0 1 6年这
个春节，公司还特地提前拿出
500万元预付款，帮助奶农安心
过年。

“进口洋奶粉成本价15000元
一吨，而国内原奶价3 . 3万—3 . 5
万元一吨，明显是价格倒挂。但是，
如果乳企都这样唯利是图，不收限
收鲜奶，中国人谁来养牛？国产乳
品产业的根可就断了！”因为7年前
喉部癌变手术，今年已经73岁的山
东亚奥特乳业创始人孔凡荣说起
话来声音嘶哑，需要时不时用手捂

着咽喉处的人工进气口。
对于奶牛养殖户来说，这两

年的日子不是一般难过。从2014
年起奶价就萎靡不振，根据山东
奶业协会发布的数据，自2014年2
月中旬以来，原奶价格连续10个
月下跌，至当年12月牛奶价格同
比下降19 . 86%。进入2015年，生
鲜乳价格也一直在低位徘徊，销
售不振，乳企存货量攀升；进口奶
粉价格再跌，奶企限收甚至停收
生鲜乳，奶农只好倒奶杀牛……

“这两年行情不好，养殖户都
很困难，亚奥特也面临不小的经
营压力，但是乳企必须坚持兄弟
一样对待奶农，真心把他们当成

伙伴甚至是好亲戚，企业再难也
不能丢下他们。因为没有好奶源
生产不出好牛奶！”孔凡荣告诉记
者，公司创立24年，一直注重从源
头上把控质量安全，因此奶农的
困难就是亚奥特的困难，为了帮
助给公司供奶的合作养牛户过春
节，他们果断决定提前安排500万
元的预付奶款打给奶农，先解燃
眉之急。

记者了解到，尤其是2003年
国内一线品牌蒙牛、伊利竞相到
泰安争夺市场，从源头做起绑定
奶农以质取胜，与奶农结成利益
共同体成为亚奥特上下一贯的做
法。除了“包揽”奶农养殖过程中

的饲料、技术、防疫、治病等“技术
活”，还为养殖户提供培训、奶牛
体检等各种免费服务。相较于其
他乳企跟奶农单纯的卖奶收奶关
系，亚奥特给奶农更多温情的人
文关怀：养殖户贷款，亚奥特给担
保，家里有个婚丧嫁娶的事，亚奥
特要人派人要车派车，回回不忘
份子钱；奶农有什么事找到厂里，
都要像亲戚一样留下吃饭……

正因为如此，虽然乳业经历
多次行业危机，但亚奥特连续五
年逆势增长，年增幅10%以上，而
且公司没一分钱贷款、外债，财务
状况非常健康，稳占当地六成以
上市场并辐射到全省。

创始人语录：

1、谈对员工

“对待职工要和对待亲属一样，
多发点工资、多搞点福利，企业挣了
钱最先保障员工利益，否则宁愿不
发展。”

2、谈对消费者

“真正的口碑一定是消费者一
袋一袋奶喝出来的，因此他们有什
么不满，哪怕就是简单地感觉有问
题，咱也要认真查找原因，追究责
任。”

3、谈对奶农

“奶农们都很不容易，咱要体谅
人家的难处，我的收奶价在全国都
属于中上游。只要奶农有什么事找
到厂里来，不管问题有没有解决，一
定要留人家吃顿饭。”

4、谈质量

“一杯好奶才能强壮一个民族，
光要数量不求质量的发展没有意
义，亚奥特永远也不会这么做。”

5、谈管理

“客户、代理商，只要来厂里必
须高接远迎，我们就是要老老实实
做人。”

6、谈乳业形势

“只要质量不出问题，服务跟
上，乳制品行业不会有大问题。奶产
品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关
键看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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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业困难期，亚奥特竭力守护行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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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李岩侠

品牌工作室策划

“今年1-2月份我们销
量同比增长7 . 71%，3月份增
幅10%以上，一季度增幅两
位数以上毫无问题。”面对
记者，亚奥特乳业创始人孔
凡荣侃侃而谈、信心满满。

熟悉乳业市场的人都
知道，在如今行业充满变
数、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
亚奥特能如此连年稳增实
属不易。24年走来，凭借对
质量的苛求，对员工的真
爱，对合作伙伴的坦诚，对
消费者的回报，亚奥特从众
多乳业同行中脱颖而出，成
为地方乳企异军突起的样
板。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高品质牛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亚奥特组织泰安当地的中小学生到牛奶加
工厂和奶源基地参观。（资料片）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