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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民在清晨购买双合成早餐食品的情景，像这样的放心早餐车现在有 312辆中华老字号连锁饼店双合成

太原双合成：启示国家食品安全顶层设计

22年如一日坚持食品安全自律，秉承“人品做食品、用良心做点心”的理念

双合成人不仅对食品安全有高度责任感，更具有对制度

创新的紧迫感、危机感、使命感，其折射出的先进典型示范作用

具有潜在的巨大的价值能量。双合成制度创新的力量，现在已

经凸现。纵观双合成在制度创新方面最值得推崇的，首先在于：

只要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利的，他们就大胆地去改去实

践。

比如，国家规定做食品用水的标准是饮用水标准，也就是

用自来水就可以。但双合成把这个制度彻底改了，改成纯净水

标准。这一改不要紧，企业增加了 260多万元的成本。再说食品
安全责任的追溯系统，国家规定的制度和标准，并没有要求食

品企业必须要投资增加现在科技最发达的自动化管理核心技

术，但双合成也已经把这个制度彻底给改了。走进双合成，就

可以在原料区看到所有的食品进货渠道、计量、日期，已经全部

采用国内最先进的用友软件全套技术。一旦发现食品不安全

警报，马上就可以用电子眼的原始记录进行准确无误地监控

寻找。但这种制度创新，都是双合成已自觉地做到不惜增加高

额成本为代价的。

此刻，我们有理由回顾过去深圳改革给我们的启示：凭观

念革新破冰，继而以观念制度化的方式影响国家的路径选择，

这是深圳制度的创新价值、观念与制度，这是国家改革绕不过

去的两个支点，所谓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要解决的正是吃饱

饭的问题。深圳这个试验田，观念的种子结出制度的果实。再说

到双合成，他们这种不惜增加大额开资，不惜给自己背上本不

该背上的巨大人为经济开支压力，在自己对自己苛刻要求下，

首先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也就是在面对过去做食品“油糖

面，随手变”的旧观念旧标准面前，自己对自己灵魂深处的一场

革命，一次自己给自己脱胎换骨的改变。双合成有一句名言：

叫做“用人品做食品，用良心做点心”。但无数的消费者却极少

有人知道，这句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口号类说法，在其背后，却

是这个公司能成为一面国家食品安全旗帜性企业的最重要基

石。双合成的这种观念破冰继而实现的这种制度创新，无疑为

我国在食品安全制度创新方面提供了最经典的示范。

在理念上用人心做食品，在生产上做到生产全过程的公

开透明，在双合成已成为永久的制度。最近在上海肯德基发生

的速生鸡事件后，央视记者去采访，肯德基拒绝采访，不就可以

质疑其心虚吗？如果肯德基加工制作生产过程，也像双合成那

样全部公开其每一个过程，还会有此“拒绝采访”的尴尬吗？美

国一位经济学家指出，人类 97%的财富，是在过去 250年———
也就是在人类历史中 0.01%时间里创造的。而中国经济大增
长，则是出现在过去的 30余年。我国有识之士提出，食品安全
实现真正质的飞越，唯有制度一途。

双合成不仅是全国食品企业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大

企业的一个榜样。2011 年，全国国有企业在公益慈善方面
捐赠额是 115.63 亿元，其中，108 家央企捐赠 26.97 亿元，
民营企业捐赠 282.2 亿元，2012 年，央企的利润是 15023.2
亿元，而捐赠额占其利润仅为 0.2%。目前大企业出现的形
象危机，已经必须由大企业反思其社会责任的时候了。近

年来，中国大企业陆续遭遇前所未有的形象危机和信任危

机。2012 年 8 月，中国奶业巨头蒙牛在浙江被查出 3000 箱
临期牛奶日期被篡改。伊利牛奶在北京也被发现含汞异

常。北京大学一位经济学家就此指出：在经济运行前提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忽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具体表现在承认企

业有社会责任的多，但实际做的却很少。落实企业社会责

任不能仅仅靠说，应该落实到管理和运行模式上。有专家

指出：大企业是社会信任的基础，没有这些大企业，市场经

济发达不到现在的水平，但这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企业家能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也依

赖国家在法律及制度上的约束和道德的发展进步。从这个

意义上说，双合成是“中国最美食品生产企业”不可多得的

优秀典型代表。

双合成人认为，当今之社会，不一定有惊人之壮举，但

起码要有做好底线做好不亏良心的工作为基本点。比如好

干部从不贪做起，会计从不做假账开始，好记者从不报道假

新闻开始，好企业从不卖假货开始，如果全社会都能像双合

成那样筑好更坚实的道德底线基础，国家食品安全就一定

会指日可待。在双合成，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鲜艳旗帜，

双合成用身边的先进事迹教育身边人，将创先争优融入到

企业文化当中，这在全国企业当中是奇迹也是创举。

以先进引领用典型感召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先进典型

作为时代的先锋，彰显了在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双合成是

我国食品行业的重大先进典型，他们生动的实践和感人事

迹，折射了社会人人向上向善向美的轨迹，展现了民间蕴藏

着奋发有为的时代风貌。总是给人以信心、力量和启迪。先

进典型坚守崇高，体现了培育当代有理想、有觉悟的一代企

业新人核心价值观的显著成效。人们对先进典型的由衷敬

佩，实质上是对他们崇高价值追求的信服和向往。先进典型

承载崇高精神，双合成这面旗帜是当今国家食品安全的一

个不可多得的鲜活教材。他们以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崇高的

理想追求，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以忘我

的敬业精神和一流的业绩，谱写了忠诚使命、牺牲奉献的壮

丽篇章，这面旗帜一定会在全国发出更加靓丽的光彩。

吕吉山本报记者 王启明

太原市双合成食品有限公司两千

多名职工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共

唱国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并接受公司食品安全的制度化自

律教育。用人品做食品、用良心做点

心，在这个企业的职工队伍当中已经

自觉地形成习惯。

据双合成董事长赵光晋介绍，这

一行为在这个公司已坚持了 22 年。
记者了解到，他们不仅在形式上如

此，就是在行动中，这个公司在执行

国家食品安全制度、法规方面，也坚

持自律并自觉执行比国家食品安全

现行规定更为严格的内部控制标准。

国家在食品安全对水的要求规定

是用饮用水标准，也就是当地自来水

就可以。但这个公司在 3年前新建工
厂时，尤其是在资金压力很大的情况

下，不惜多花 260多万元引进了高标
准的纯净水系列生产设备、水处理的

消毒设备。有人说赵光晋“疯了、有毛

病”，但这个公司还是最终坚持要这样

做。

5年前，早餐问题一直困扰着太
原的广大市民，由于经营早餐费力不

赚钱，不仅早餐点特别少，而且早餐

食品的脏乱差现象也很让人揪心，给

这个有 380 多万人口的城市食品安
全带来很大威胁。2007 年，在太原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双合成公司投入

巨资，每天早上 4点开始，有 321辆放
心食品早餐车供应太原市各界群众。

第一年，双合成公司经营早餐赔钱 89
万元，公司不少人纷纷劝阻董事长，

赶快就此停止干这个赔本的买卖。但

赵光晋做放心早餐的决心没有动摇。

第二年，早餐工程又亏了 189 万元。
第三年，早餐工程还是赔钱，但公司

还在坚持。按照赵光晋的话讲，双合

成做早餐工程本来追求的就不是经

济利益，这是我们彰显社会责任的一

种方式，我们就是要通过为广大市民

提供放心可口的营养早餐，让大家感

受到来自双合成的温暖。记者了解

到，娘家早餐公司在 2012年全市安全
早餐供应量总额已超过 4000 多万元，
并已不再亏损。

在食品行业里，有一种习惯性说

法，叫做“油糖面、随手变”。做食品全

凭生产者自己的良心，有时候即使原

料差一些消费者也感觉不出来。但在

双合成公司，决策高层早已杜绝了这

种无法检测掌控的随意性。他们在新

建工厂不惜多花预算外的 200 多万
元，买进了全国最大的一家软件公司

对食品生产与销售全过程监控追溯源

头系统，在科技创新保安全方面在全

国带了好头。公司的粽子是当地一大

名牌，但为了买到全国最好的米，双合

成副董事长孙寅生亲自到全国各地去

挑选生态、口感最好的米。这位负责人

在买米时在做比较过程中，甚至不惜

以一颗颗数米粒大小的办法来鉴定米

粒的饱满度。在定点采购后，由于当地

供应商出现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现

象，甚至以次充好，公司果断决定再选

新货主。再说粽叶，由于粽叶产地张家

界遭受雪灾，这位副董事长甚至严冬

到湖南遭灾现场考察粽叶会不会因为

受灾在质量上受到影响。现在，这个公

司在包粽子时选用的米，是在我国东

北地区生态最好的一个定点村指定供

应。

22 年如一日、年复一年、从一点

一滴开始培养全体员工用良心做食

品的好习惯。公司有一个忏悔厅，是

专门用来为在食品制作过程中有过

失的员工，各级领导在领导上、决策

上有失误，均要到这个忏悔厅里去忏

悔去反思去悔过。食品工厂的一位总

经理，在职工食堂厨房食品供应方面

没有做到完全规范，当着 300多名员
工的面，带领中高层干部每人做了

200个俯卧撑。在这种自罚现场，一些
员工都不忍心目睹而痛苦地流泪。去

年，公司董事长代表全国食品行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全国同行宣读

了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他们不

仅敢于公开声明，更把这种声明落到

了实处，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更

细、更好。

结合太原双合成经营实践，审视

双合成的“全面顶层设计”和百年来的

实践创造、探索、开拓和已经聚合的正

能量，尤其是双合成严格职业操守、严

格原料管控、严格生产环节、严格售卖

环境、严格服务品质、严格新品研发、

严格风险监测、严格社会监督的食品

安全自律行为，可以充分说明：今天的

双合成，已经无愧地成为国家食品安

全新时代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对山

西、对国家目前面临的食品安全严峻

形势，具有不可多得的以先进引领、用

典型感召的重大示范作用。

顶层设计是系统论的概念，其基

本含义是：把要做的事情看做一项系

统工程，着眼于把事物的整体性和可

操作性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统筹思考

和规划。系统是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

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

整体。双合成食品安全的顶层设计最

大的特色，就是不仅仅是在企业管理

的设计上卓越，尤其是在企业对社会

的责任履行、员工对食品安全的长期

自律规范、让食品生产全过程主动自

觉地置于全社会的内外公开监督之下

的经典顶层设计及践行成功样本，它

以骄人的业绩向全社会自豪地表明：

今天双合成的先进性价值意义在于，

不仅是山西省的食品企业及其他企业

应该学，就是全国的食品企业及其它

行业也应该好好去学。

双合成于 2004 年在同行业首家
发布《食品安全信用自律宣言》，2010
年在山西企业界首家发布《社会责任

报告》，2011年在中国食品界首家发布
《食品安全自律书》，2012 年代表全国
食品企业唯一一家在人民大会堂向全

社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是在汶川地

震后，主动站出来照顾灾区学生并在

救灾以后的四年当中，始终默默地自

觉帮助灾区群众的具有高度社会责任

感的企业。他们为国家为灾区捐出的

现金和实物，在全国不是最多的，但可

以说是最感人最难得的一种企业精

神。这种精神就是今天我们的民族最

需要的一种发自内心、自觉的为国家

分忧、为百姓解难的精神。全社会的国

有、民营、外资企业，都应该向双合成

那样，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

双合成不仅仅是在为灾区人民自

觉地做贡献，就是在企业创业之初，这

种扶贫济困的理念和精神一直在传承

至今。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双合成在践

行企业社会责任过程中，在感动中具

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走进双合成，他们

的所作所为，都能让我们心生感动，尤

其是其中那些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道

德力量。双合成展示的是一个国家“精

神脊梁”形象，彰显的是一个民族的精

神。它倡导感动，它追逐激情，但在人

们的视觉中，被双合成感动的标准究

竟是什么？人们很难去概括，但从它身

上，随时可以找到一种经典的积极向

上、美好向善的力量，这在很大程度

上，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对真善美认

知的最大生动诠释。可以无愧地说，在

对双合成的感动解读中，我们找到了

一种共识———人性的共识。它所传递

的是对主流价值观的寻找和概括。任

何社会，都需要以榜样为代表的主流

价值观。双合成显现出的道德力量，可

能并不是完全彻底的十全十美，但它

的向善之心，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一直

存在。从双合成一位位、一级级领导和

每一位普通人身上，你能感到它的生

生不息。

宁可赔钱也要提供安全食品

成为担当企业责任的典范

做国家食品安全的旗帜
设立苛刻的食品标准制度

公司董事长赵光普在中秋节到四川茂县为 230多名孩子捐助公司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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