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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山东·诚信守望”典型公选名单新鲜出炉

发发现现诚诚信信良良企企，，向向““良良食食人人””致致敬敬！！

本报济南9月2 5日讯 (记
者 马绍栋) 由大众报业集
团、齐鲁晚报联合四大协会
主 办 的 大 型 宣 传 活 动 — ——
2016“食安山东·诚信守望”
典型公选历时3个月即将圆
满收官。公选新闻发布会暨
首届“食安山东·诚信守望”
报告会将于9月2 9日在山东
大学中心校区 (济南市山大
南路27号)隆重举行。会上将
发 布 首 届 诚 信 守 望 典 型 名
单，大力宣扬典型企业、个人

和组织；并邀请部分诚信守
望典型举行首场诚信守望报
告会。此外，会上还将启动

“一袋好奶一枚好蛋一杯净
水一桌舒心婚宴工程”，发布
食安优品联合展示中心、百
姓公益快检室等公益合作项
目。

本次发布会由大众报业集
团、齐鲁晚报联合省食品工业
协会、省畜牧协会、省果品协
会、省旅游饭店协会等主办，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齐

鲁工业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
学院及多家食品餐饮协会、
检 测 服 务 机 构 帮 助 协 办 承
办。活动以“发现诚信、正见
品质、感恩良企、为良食良品
点赞”为主题，努力推动“尚
德守信，共建共治，全民共
享”及“食安山东进校园，食
安优品进万家”。本次活动将
邀请政府、协会、企业、媒体、消
费者代表、大学生代表等参加，
预计会议规模430人。

在随后举行的首届“食安

山东·诚信守望”报告会上，泰
祥集团董事长于建洋及益海嘉
里集团、鲁供食品负责人将做
典型报告。

如果您对此次典型公选和
发布会有任何意见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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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山东官
方微信：“sasdgw”，食安山东质
量 诚 信 联 盟 交 流 群 :
262327797。

诚信守望典型公选新闻发布会暨“食安山东·诚信守望”报告会29日举行

本本周周四四来来山山大大，，共共同同见见证证诚诚信信之之光光

“一袋奶一枚蛋一杯水一桌宴”升级工程即将启动

““食食安安山山东东””惠惠民民行行动动继继续续来来袭袭
本报济南9月25日讯(记者

马绍栋) 记者从组委会上
获悉，如果说本次通过诚信守
望典型公选发动公众为诚信企
业点赞活动，旨在引导全社会
发现关注身边的优秀食品企业
群体，支持名优企业发展，随后
即将在发布会上启动的“食安

优品进万家”系列活动则将进
一步推动食安创建惠民生、食
安优品进万家。

据介绍，发布会上还将启
动“食安优品进万家之——— 一
袋好奶一枚好蛋一杯净水一桌
舒心婚宴工程”。这是由齐鲁晚
报、省消费者协会、省食品工业

协会、省畜牧协会、省旅游饭店
协会、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
设计院联合举办的又一组大
型公益惠民行动，活动精准
定位于牛奶、鸡蛋、饮用水、
婚宴这四大热点民生消费领
域，将通过市场调查、记者体
验、专家咨询、活动落地等方

式，力求破解消费误区、揭露营
销骗局、科普消费常识、引领百
姓消费升级。

本次发布会上还将启动
“食安山东进万家之百城万店
行动”，发布食安优品联合展示
中心等公益服务项目，组织校
园餐厅食堂团膳企业代表共同

开展“源头把关用好材，规范服
务守安全”服务承诺；同时为山
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齐鲁工
业大学食安山东大学生宣传服
务实践基地授牌。届时，由山东
标准检测合作支持的齐鲁晚报
食品安全免费公益快检室也将
签约授牌。

齐鲁晚报李岩侠

品牌工作室策划

QQ群：2 6 0 4 6 9 3 8 3 邮箱：d a x i a 3 6 5@

sina.com

食安山东：http://shian.qlwb.com.cn/

山东产经新闻：http://chanjing.qlwb.com.cn/

电话：186-7885-9550

2016“食安山东·诚信守望”典型公选公示名单(70家)

影响中国
食品品牌

蒙牛 青啤 汇源 景芝 东阿阿胶 益海嘉里金龙鱼品牌 得利斯 喜旺
正大食品 欣和 鲁樱食品 和膳

点评：无论距离远近，你无时不用责任影响中国百姓餐桌安食！

影响中国
人物

泰祥集团·于建洋 好当家·唐传勤 凤祥集团·刘学景 鲁花集团·孙孟全
西王集团·王勇 诸城外贸·王金友 亚奥特乳业·孔凡荣 崔字牌香油·崔瑞福

点评：无论说与不说，中国食品史上都写下了你们的名字，“良食人”三个字，每
笔每画都不易！

影响山东
责任企业

益海嘉里(兖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兖州绿源 鸿安集团 青岛波尼亚 佳
士博食品 新和盛集团 莱阳春雪食品 刘罗锅酿酒集团 东阿天龙食品
阳信华阳(清真肉类) 阳信鑫源(清真肉类) 阳信华胜(清真肉类) 寿光市菜
农之家联合社 松乔餐饮 凯奇餐饮 一路高歌啤酒花园

点评：总有一批山东企业，诺诚守信，用良心制造良品！

影响山东
道德之星

回归自然·汲德存 鲁供食品·刘平 天成鸭业·郭洪谦 巧媳妇食品·李洪涛
华牧天元·刘玉民 凯奇餐饮·王汝镇 齐鲁惠丰鲜到家·梁凤全 东营兴

果豆腐·陈兴果 优优薯业·张立国 甄自然生态猪肉·崔红

点评：总有一群情怀人，用坚守触动你的内心！

2016山东人
最信赖的
食品品牌

产品类：亚奥特乳业 东君乳业 益海嘉里金龙鱼品牌 益海嘉里胡姬花品
牌 鲁供食品 正信集团绿叶春 草缘食尚

餐饮类：蓝海大酒店 鲁味斋 超意兴 福泉海码头 胶东人家 舜和酒店
集团 山东颐正大厦 山东新闻大厦 好煮夫

点评：信任，源于了解，口碑是岁月点点滴滴的积累

创新服务
品牌单位

标准检测 金谷源商贸 海勤商贸 采吧平台 盖世物流 山东省家电协会
净水专委会 济南市农产协 阳信县畜牧局

点评：总有一些人孜孜不倦，用创新维护从源头到餐桌的每一环！

本报济南9月25日讯（记者
马绍栋） 2016“食安山东·

诚信守望”典型社会公选公示
名单出炉了！自今年6月13日公
选启动以来，历时三个多月，经
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最终审
议等环节，共有70家单位和个
人上榜（见附表），主办方将于
本周四（29日）在山东大学中心
校区举行盛大的新闻发布会暨
首届“食安山东·诚信守望”报
告会。

由大众报业集团齐鲁晚
报、山东省食品工业协会、省旅
游饭店协会等共同主办的“食
安山东·诚信守望”典型公选活
动于6月13日在山东省2016食
安周首日正式启动。活动以“发
现诚信、正见品质、感恩良企，
为良食良品点赞”为主题，分为
网络投票及专家审查两大核心
环节，其间，先后推出3批次共
210家企业供市民点赞，7月25
日晚，典型公选网络投票全面
结束，累计斩获180万余点击
量，43 . 6万余公众投票。活动
不断“刷爆”山东食品圈，获各
方好评、留言无数，引发了公众
对食品安全的强烈关注和深度
参与，再次擦亮了“食安山东”
安人、安心、安食的良好形象。

经过专家评审团的最后审
定，公示名单终于新鲜出炉。本
次公选奖项分为四大项。其中
蒙牛、金龙鱼、景芝等12家入选

“影响中国食品品牌”，主办方
给出的总颁奖词是：无论距离
远近，你无时不用责任影响中
国百姓餐桌安食！泰祥集团于
建洋、西王集团王勇等8人入选

“影响中国人物”，主办方给出
的总颁奖词是：无论说与不说，
中国食品史上都写上了你们的
名字，“良食人”三个字，每笔每
画都不易！益海嘉里（兖州）粮
油公司等16家企业入选“影响
山东责任企业”，主办方给出的
总颁奖词是：总有一批山东企
业，诺诚守信，用良心制造良
品！鲁供食品刘平等10人入选

“影响山东道德之星”，主办方
给出的总颁奖词是：总有一群
情怀人，用坚守触动你的内心！

同时，亚奥特乳业、草缘食
尚等16家企业入选“山东人最
信赖的食品品牌”，主办方给出
的总颁奖词是：信任，源于了解，
口碑是岁月点点滴滴的积累！山
东省家电协会净水专委会等8家
单位入选“创新服务品牌单位”，
主办方给出的总颁奖词是：总
有一些人孜孜不倦，用创新维
护从源头到餐桌的每一环！

29日上午，由大众报业集
团、齐鲁晚报联合省畜牧协会、
省食品工业协会、旅游饭店协
会等各大协会共同主办的2016

“食安山东·诚信守望”典型公
选新闻发布会暨首届“诚信守
望”典型报告会将在山东大学
中心校区举行，会上将发布最
终的公选名单，并对入选单位
和个人进行褒奖；并邀请部分
代表现场举行首场诚信守望典
型报告。如果对公示名单有意
见建议可与主办方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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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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