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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雯/文
鸭都牌、宫宴香牌、口留香牌、

龙福兴、松富……笔者在南京火车
站和南京长途汽车总站转了一圈
就发现了十几个品牌，它们的共同
特点是，包装与“桂花牌”盐水鸭非
常相似，颜色相近，甚至图案也十
分相似，外包装上都印着“桂花风
味”的字样。笔者发现，这些盐水鸭
的价格相差不小。这些包装相似的
盐水鸭，里面的鸭子究竟有什么不
同呢？

这个鸭都牌盐水鸭，包装上标
注的生产厂家是南京鸭都食品厂，
地址位于南京市燕子矶，笔者找到
了这里。在这家食品厂，笔者见到
了几十个不同的盐水鸭包装袋。负
责人告诉笔者，因为农忙工人们都
放假了，现在厂里已经不生产了。
不方便让笔者参观生产车间。

随后笔者又在栖霞区寅春路找
到了“松富”牌盐水鸭的生产厂家，
这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这家厂子规
模不大，目前也处于暂时的停工状
态。生产车间里各个操作间分工明
确，整体看起来干净整洁。松富牌盐
水鸭的普通包装就这一种。工作人
员说：“打桂花风味，就是想沾一点
财气嘛，桂花鸭的名气响，是吧！”

企业质量有好有差

这些在包装上与桂花牌盐水
鸭相仿的鸭子，究竟是怎么生产出
来的？它们的品质如何呢？在江苏
省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处
副处长吴娟告诉笔者，目前南京市
生产盐水鸭的企业有 95 家，但是
产品质量有好有差。
吴娟说：“我们也不排除有一

些企业，会做出一些小样应付你的

检查，针对这块儿我们在两方面同
时做，一方面我们按照常规，按照
法律规定在厂里面直接抽取它的
样，也是买样，第二个呢，我们实际
上还到市场上去买样，这样呢，双
方面比对，看看究竟他的产品能不
能保持正规生产，能不能持续保
证。”
吴娟给笔者提供了一份刚刚

由南京鸭业协会完成的盐水鸭感
官检测信息表。南京鸭业协会的工
作人员直接从市场上购买回来 17
个品牌的盐水鸭，结果发现两个品
牌的鸭子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其
中南京龙润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盐水鸭“已经变质、腐烂，有异味，
完全不能食用”。

生产车间苍蝇乱飞

在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南

京宫宴食品中心生产的宫宴香牌
盐水鸭的外包装与南京桂花鸭集
团的桂花盐水鸭的外包装非常相
似。宫宴食品中心一负责人告诉
执法人员，他们每天生产两三百
只盐水鸭，大都销往火车站和汽
车站。

随后笔者又跟随南京质量技
术监督局的执法人员来到了南京
龙润食品有限公司，他们生产的是
龙福兴牌盐水鸭。执法人员进入厂
区后发现，厂房里空空荡荡，看样
子是处于停产状态。相关人员告诉
执法人员，工人们都已经放假了。
在生产车间，腌制鸭子的液体

容器都敞开着，四周有许多苍蝇在
飞舞。在机器或工作台上能看到几
块用来粘苍蝇的纸板，每块板子上
都沾着许多苍蝇。吴娟说：“环境卫
生很差，纱门纱窗有很多破损了，
没有进行及时修理和更换，第二个

他的软帘门啊、灭蝇灯啊，都没有
按照正常开启，所以说出现的问
题，最多的就是苍蝇特别多，在我
们食品厂里面，苍蝇多的话，是非
常忌讳的。”同样，这家企业也被勒
令停业整顿，等产品抽检的结果出
来之后再对产品进行处理。

细菌总数严重超标

这两家问题盐水鸭的厂家，生
产状况是什么样的呢？笔者跟随质
监局对这两个生产厂家进行了突
击检查。几间临街的房子就是南京
宫宴食品中心，生产车间里随意搁
置着一些杂物，地板上还有积水。
南京市质监部门曾要求所有的盐
水鸭生产厂家都必须在鸭子的内
外包装袋上标注统一的生产日期。
然而，宫宴食品中心仓库内已完全
包装好的几百袋盐水鸭产品上，内

包装袋上并没有标注生产日期。
在包装车间里，地面上污渍横

流，数十个塑料筐横七竖八地堆放
在墙角，一旁的架子上搁着几筐加
工好的熟鸭子，一名工人正用菜刀
剁着鸭肉。
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抽检，做了

一个关于细菌的快速检测。吴娟告
诉笔者：“细菌总数做下来发现已
经 10万多了，而标准要求是小于 8
万。这个企业必须立即停产，不合
格产品要全部查封。”
笔者了解到，南京市目前这 95

家盐水鸭生产企业都取得了生产
许可证。然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还是有一些企业因为经常违规操
作，多次被质监部门责令整改，对
于这样的生产企业，质监部门表示
将加大处罚力度。吴娟表示，将从
重从严处罚；此外，多次不改且情
节严重的将坚决吊销生产许可证。

南京盐水鸭市场乱象调查
在南京说起盐水鸭,最著名的就是“桂花鸭”，由南京桂花鸭(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注册商标是“桂花”。这个牌子的

盐水鸭，曾经获得过许多奖项，是南京盐水鸭中的优秀代表。可是，如果游客不仔细观察，有可能事与愿违，买到的并

不是自己希望的盐水鸭。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对南京盐水鸭市场的这一乱象进行了曝光。

提升品牌内涵，准确把握品牌定位，
是品牌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苏州华电“技术创新、品质优良、服
务完善、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是其品牌
内涵的最好诠释。苏州华电的形象宣传
核心传播语“世界文化遗产精髓与现代
科技文明的融合，专注于电力系统测试
技术与设备”，进一步体现了“苏州华电”
品牌的文化内涵。将古典园林和昆曲这
样代表苏州精致艺术追求完美的精神融
入华电的产品与技术创新，使华电品牌
打上了苏州标记，提升了苏州华电品牌
在用户群体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品牌建设过程中，苏州华电着力
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并初见成效：

全方位的品牌宣传与投入。华电品
牌建设由总经理牵头，市场部与企管部
负责实施，各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多年
来，品牌宣传采取平面广告、宣传材料、
展会和路演等直接方式与赞助协办相关
会议等间接方式相结合。每年在品牌建
设上的投入超过 100万元。具体是：

每年参加各省电力系统高电压技术
绝缘监督年会、电气设备性能监督工作
年会、高电压计量暨高压试验工作年会
等专业会议近 60 次，投入费用达 30 万
元。每年主要产品参加相关网、省电力公
司高电压测试仪器设备入网测评等五次
以上，投入费用近 15万元。近年来受国
家电网公司、国网电科院等单位委托，在
苏州协办了国网公司高压计量工作会
议、电力行业标准工作组会议、全国电磁
计量委员会暨规程审定会等各种会议近
16次，投入费用 30多万元。选择性参与
全国性的专业展会。如：2010年 6月参加
了“2010中国国际智能电网高峰论坛暨
展览会”，苏州华电投入近 20万元。在此
次由中国电科院等单位主办、国网公司
和五大发电集团等单位协办的展会上，
苏州华电参展展位面积达 130m2，全面展
示了苏州华电技术含量较高的新产品。
在高峰论坛期间，华电总工程师作了
《2400kV 无局放变频串联谐振试验装置
简介》的专题讲座。近年来受国家电网公
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委托，在
苏州协办了国家电网电力互感器检定技
术培训班、全国高电压试验技术专题培
训班等全国性专业培训活动五次，投入
近 10万元。在国网公司主办的《电网技
术》杂志、国网电科院主办的《高电压技
术》杂志、《赛尔资讯》杂志等专业平面媒
体上刊登宣传广告，每年投入近 20万元。
每年投入约 20万元，印制各种产品样本、
企业宣传册等宣传资料。为宣传华电首
创研制的外装式电力综合试验车这一重
大新产品，专门投资生产了两部样车，从
2009年 6月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路演暨
行驶考核。至 2010年 6月行驶总里程已
达 6万余公里，遍及全国东、西、南、北各
种复杂气候及道路状况。到访国家级和
省市级单位近 60家。此次活动共投入近
300万元。

以上各种方式的品牌宣传活动提高
了“苏州华电”品牌知名度，多年来的积
累在用户心目中形成了“苏州华电”品牌
的整体形象。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品牌内
在基础。电力系统用户要求电力测试产
品具备高可靠性、安全性以及先进性、便

捷性。因此，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品牌的技
术支撑和内在基础。

2009年初，公司被江苏省科技厅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2010年被认定为
“江苏省创新型企业”，并拥有“新型串联
谐振高压试验装置”等 6项江苏省高新技
术产品。2008年公司成为“中国电力行业
高压试验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委员
单位；2009年公司被聘为“全国高电压试
验技术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单位
及“高电压测试技术及设备专家组”成员
单位；2010年公司成为“全国电磁计量技
术委员会高压计量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单
位。数年来公司共参与编写了《直流高压
发生器通用技术条件》等 10个行业标准，
使自身定位于行业发展的前沿。

2009年华电检测中心获得国家认可
委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自此，华电检
测出具的相关检测报告不仅国内有效，在
世界范围内的签约国均得到认可。

2010年公司经苏州市科技局授权建
立“苏州市高压电气试验设备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公司在多年技术积累的基础上，通过
不断的研发创新，拥有了多项自主知识产
权。至今已获得了《外装式电力综合试验
车》1 项发明专利；《特高压直流发生器》
等 37项实用新型专利及《测压补偿塔》等
6 项外观设计专利；另外《电力互感器现
场校验车》等 9项发明专利已进入实质性
审查阶段。

华电全资子公司“群业软件科技”获
得《综合电力试验车管理系统软件》等 10
项软件著作权。

以上成果体现了华电核心竞争力的
提升和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为“苏州华
电”品牌夯实了内在基础。

品质保证和服务到位，提高品牌认可
度。优良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是
塑造品牌的保证，同时公司检测中心于
2008年获得国家认可委实验室认可证书
（CNAS），涉及高压计量的产品和部分交
直流高压试验装置均按照 CNAS体系进
行校准与检测。公司设有品保部，并根据
产品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一系列质量控制
程序文件，如：《标识与可追溯性控制程
序》、《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成品检验程
序》、《监视与测量装置控制程序》、《进料
检验程序》、《纠正与预防措施控制程序》、
《质量体系管理评审程序》、《质量体系内
部审核程序》、《记录控制程序》等。以规范
生产体系的运作，为产品质量控制的全过
程把关。品保部专设出厂检验班组，任何
产品出厂均须通过检验合格。

公司针对电力系统用户对测试设备
售后服务要求高、反应快的特点建立了以
客服中心负责的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在
行业内率先提出了三年免费维修的服务
承诺并且实行 24小时响应。采取上门服
务、备机更换与返厂维修相结合的服务方
式。不仅如此，华电客服中心还对所有新
发货的产品实行定期主动回访制度，并针
对相关客户不定期组织巡回上门服务。

通过以上品牌建设工作与相关措施
的实施，苏州华电的品牌建设取得了明
显成效。不仅提升了企业整体形象，同时
有效促进了华电产品的市场销售，近五
年来销售业绩每年上涨三成左右。“苏州
华电”品牌的知名度、赞誉度和影响力显
著提高，成为行业中为数不多的知名品
牌之一。

施旻/文

将古典园林和昆曲这样的苏州精致
艺术精神融入企业经营

苏州华电
打造行业知名品牌

《率先江苏》专刊是以江苏企业和企业家为
主要服务对象的区域性专刊，每期 4个版面，随
《中国企业报》主报全国同步发行。本刊的主要读
者对象包括：企业家及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政
府职能部门官员和行业协会管理者；金融投资界
人士、中小企业的创业者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

为弘扬和传播江苏企业先进经营理念和优
秀企业文化，《率先江苏》专刊现向社会各界寻

求合作伙伴，以实现资源对接和优势互补。项目
及合作方式：

一、欢迎党政部门领导、企业界人士、经济
界专家学者踊跃向本刊投稿。

二、诚邀常年特别支持、协办单位。除进一步
加强新闻宣传服务外，还可以合作举办讲座、论
坛、企业文化交流等，实现企业客户资源共享。

三、诚邀投资合作伙伴。投资方除进行广告

合作外，也可以选择版块和栏目进行单独赞助
和特别战略性合作。
四、为企业进行相关的新闻发布及品牌推

广服务。
希望有合作意向的机构和公司，按要求形成

书面文件，包括公司（机构）介绍、规模、资源优
势、操作实力、经验业绩及特定领域内的影响
力等方面，电话联系或发送电子邮件至我方。

诚邀合作

联系电话：010-68425077 手机：18901454868 邮箱：zqb025@163.com 联系人：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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