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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美丽中国 绿色蒙牛
本报记者 闻笛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

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践行十八大

精神的同时，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和低碳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的知名乳品生产

商———蒙牛集团就一直践行着“好的产

业链，同样是好的绿色价值链”的生产

理念，这一理念恰恰与国际绿色产业联

合会对绿色产业的定义不谋而合。

有关绿色产业，国际绿色产业联

合会给出的定义是：在生产过程中，基

于环保考虑，借助科技，以绿色生产机

制力求在资源使用上节约以及污染减

少（节能减排），可称为绿色产业。

在蒙牛的绿色产业链中，从建场

设计就植入低碳环保的理念。在牧场

建设过程中，需要经过相关环保评测

部门的监测，并且建立配套的生物智

能公司，以确保对环境不会产生太多

影响。对于牧场养殖过程中所产生的

粪污，主要是通过沼气发酵处理。发

酵完的沼液还可以用来还田、进行灌

溉。而粪渣则是优质的有机肥，可以

作为一个新型商品进行出售。

在蒙牛的绿色定式里，集约意味

着节省，同时还是一种智慧的生存。

蒙牛生产车间改造过程中，会有意识

地将过去的多个车间，尽可能集约成

一个车间。如此一来，不光节省了土

地面积，建筑垃圾、能源消耗也大大

减少。

不仅如此，蒙牛在各个环节的节

能中都“精打细算”，放大生产中的细

微之处。例如，生产中的采光问题。白

天工作中尽量使用自然光源，夜晚配

备 LED 灯。所有的生产设备也尽量开
启节电方式，并且积极推广运用太阳

能。同时，对于生产中的节能消耗指

标、各个环节的能量消耗，也会有专

业的相关公司进行测评和审核。在污

水的处理上，蒙牛每年所产生的 1500
多万吨污水，全部达到国家一级排放

标准，并对污水进行重复利用，用于

农田灌溉等。

而蒙牛产品对所使用的包装材

料，则会选择大的供应商（如利乐）作

为合作伙伴，使用得到 FSC（即全球森
林体系认证）等环保认证的产品包

装，连同供应商一起打造绿色供应

链，实现持续发展。

在销售环节，蒙牛实施“产地

销、销地产”战略。在全国建设了 47
家生产基地及近 500万个销售点，它
们作为一个个“绿色枢纽”，是蒙牛

牛奶绿色布局的“大功臣”。物流“减

程”，不仅让牛奶新鲜速递到大家的

餐桌，还大大减少了运输中的碳排

放量。构建绿色产业链，品质、环保，

二者兼得。

从绿色的奶源、绿色的工厂、绿

色的生产、绿色运输、绿色的包装、绿

色的销售等，蒙牛的这条绿色产业链

一头连着生态自然，一头连着千千万

万的消费者，环环相扣，保证了产品

自然品质的完整与新鲜。

现在，距离 2013农历新年还有不
到半个月的时间，喜洋洋的节日气氛

已经充满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2013
年 1月 10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
的“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2捐赠人大
会”上，蒙牛被授予了“2012年度扶贫
爱心奖”，作为对蒙牛过去一年公益

行动的又一次肯定。

长期以来，蒙牛不仅专注于对产

品的创新，在公益事业方面同样持之

以恒。据了解，这些年来蒙牛不仅全

力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慈善事业，

除此之外，蒙牛还不断地持续推进其

他各种各样的公益行动。

其中，蒙牛爱心井工程就是蒙牛

为了帮助内蒙古干旱地区的村民解决

用水问题而实施的一项公益行动。内

蒙古有 80%的地区处于干旱或半干旱
状态，缺水问题严重影响了农牧民的

生活。因为缺少专家的指导与专业的

设备，干旱地区的人们只能通过简单

的工具在自家院中打一口浅水井，不

仅水量少、水质差，还经常被污染。

因此，蒙牛联合相关专家与专业

施工单位共同努力开展了蒙牛爱心

井工程，让地下深层的甘甜清泉涌上

地面。截止到 2012年，蒙牛爱心井工
程累计开凿爱心井 25口，其中 19口
已经出水。在该工程的帮助下已经有

5 万余名群众摆脱了缺水的困扰，也
让他们的生活因此有了新的希望。

除此之外，蒙牛还在企业内部发

出了“爱心井”线索征集令，号召来

自内蒙古的员工积极提供内蒙古自

治区内干旱地区的线索，以便让蒙

牛爱心井的爱心清泉滋润更多的地

方，将快乐幸福的源泉带到更多人

的身边。

除了爱心井工程外，多年来蒙牛

还不间断地对贫困山区的孩子们给

予各种形式的帮助，为他们捐献各种

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蒙牛正通过点

点滴滴的努力，为更多的人传递希望

和幸福。未来，蒙牛将会继续持之以

恒，将公益事业发扬光大，尽到民族

品牌的义务和责任。

拨开雾霾的“食”者

一次雾霾黄色预警信号让北京 58 家企业紧急停产，41

家企业降低生产，然而，这样的一脚刹车究竟能起到多大的效

果，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将绿色经济提上快车道已经刻

不容缓。

当然，反常的天气状况对雾霾天气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然而，我们都知道，污染的根源却在其他方面。到处

都在烧煤，汽车尾气排放量也在激增，我们正在为过去粗放型

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生产方式买单。我们注意到，西方

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经历过数十年的严重污染，迫使西方各

国政府着手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在英国，1956年出台的《清洁

空气法》(Clean Air Act)禁止部分城市区域的家庭使用煤炭生

火，并规定发电厂要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设址。在美国，宾夕法

尼亚州多诺拉市的致命烟雾促使华盛顿方面在 1955 年通过

了《空气污染控制法》(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

然而，我们更加应该思考，治理环境是不是只是政府的责

任？《既然同呼吸,那就共责任》,这是央视《新闻联播》雾霾报道

的一个标题。灰暗的雾霾和刺耳的“北京咳”,不仅在考验着我

们各级政府的责任 ,同样是对公民、企业责任的一次检验。可

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勇敢地站出来，承诺为改善环境而努

力。从蒙牛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绿色产业链打造，到 1月 15日

费列罗集团发布《第三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暨首期中文版报

告》，都显示出食品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

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孝文曾谈

到，近几年来，中国本土企业业务发展迅猛，然而在企业社会

责任方面却远落后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国社科院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

(2012)》显示，国内民营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评分仅为

15.2分(满分 100分)。当中国食品企业还没有意识到企业利

益和社会责任的互相关系和影响时，蒙牛和费列罗给我们提

供了有益的启示。

好在 1 月 16 日，新一轮冷空气如约“光临”我国大部地

区，大范围雾霾在北方冷风吹袭下渐渐散去。与资源环境和谐

相处 ,少浪费一点资源，天空就会明媚清爽一点，“同呼吸，共责

任”，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公民的责

任，只要我们共同努力，雾霾终会散去。

闻笛

相关
近日，欧立美公司产品已全面登陆中国大陆市场。目前，

该公司市场营销队伍已深入全国渠道，开发有效直销网点突

破 3000个，力争今年销售实现破亿元的目标。据悉，从 2012
年 6月份开始，欧立美公司就对国内市场进行了全面考察调
研。经过半年的筹备，完成了产品、市场和服务平台规划。

据欧立美市场营销负责人介绍，欧立美产品采用国际化

新配方，产品原料全部是 100%原装进口，使产品品质达到天
然纯净，同时要 100%保证产品的营养成分和品质在市场同类
产品中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能力。产品采用了新配方，口感

好，希望产品在上市后就能被中国的商家和消费者所接受。尤

其是在全国经销商了解了该公司后期规划和产品介绍后，都

产生了经营的意愿。特别是该公司的直营策略，更是吸引经销

商，提振经营信心的重要举措。

该公司计划今年要在中国完成覆盖国内 2/3 的市场网
络，充分保证欧立美产品在渠道上快速上柜上样。在市场销售

策略上，不在市场设立一、二级代理商，采取直接在一级市场

铺货，二级市场以下全面实行给分销商门店直接供货，大幅减

少中间环节，把中间代理商的利润点位全部让给市场终端分

销商，以丰厚的利润刺激终端销售上量。市场营销负责人介绍

说，从目前市场反馈的情况看，2013年，公司有信心超额完成
年度销售目标。

该市场营销负责人还表示，欧立美公司根据地市场将建

在华中地区，集中精力做好做强华中地区销售。两年内该

公司计划建立 1500 亩欧立美绿色生产基地，进一步扩大产
能。产品全面上市之后，公司将确保市场快速推进，在市场

终端进行渠道再扩建，使产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上柜销

售，紧紧抓住上半年旺季销售。

欧立美打造畅销食品
计划销售目标破 1亿元
丁铭

雀巢公司日前宣布推出怡养品牌蛋白质粉，这是雀巢在

中国市场亦是其在全球范围内首度涉足这一高价值的营养品

品类。本月该产品将率先在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国内七大城

市上市。

雀巢大中华区奶品业务副总裁康乐说，该公司的市场调

研表明，蛋白质粉的消费者中，女性占到了 71%，其中，45—55
岁的女性和 25—44岁的女性占比分别达到 36%和 29%。基于
此，雀巢打出的产品概念是“首款定位于女性的蛋白质粉产

品”，相对地将产品受众进行了细分。

雀巢更大的胜算来自于渠道。调查显示，目前中国蛋白质

粉销售的首要渠道依然是以安利纽崔莱领衔的直销，不过中

小型超市、便利店和大型卖场两者的销售合计占比逐渐上升

到了 23%，其 60%的销售增长率更是超过了直销。而雀巢在这
两种传统通路中的强势地位不言而喻。“在中国零售渠道内，

大多的蛋白质粉都是国产的小品牌，缺少国际品牌的竞争。”

据悉，本月雀巢的蛋白质粉将率先在京沪等 7个城市推出，目
前已进入 600多家大卖场和超市，同时，天猫 、1号店等网上
的销售也已展开。

雀巢涉足蛋白质粉市场
魏铭

汇集公益点滴：蒙牛传递甘甜正能量

爱心井为干旱的土地带来甘泉和希望

本报记者闻笛

2013年 1月 19日，《中国食品安
全舆情报告蓝皮书》（2013）上线仪式
暨中国食品舆情监测分析新闻通气

会在北京举办，来自中国技术监督情

报协会、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互联网

不良信息违法举报中心等单位的专

家和国内部分大型食品企业参加了

上线仪式。

回首 2012年，中国食品工业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熊必琳在“2012中国食
品产业发展论坛”上表示，2012年食品
产业生产运行稳定，食品产业总产值

快速增加，工业利润持续增长，受外部

经济环境影响较小。2012年前三季度，
食品工业增加值在工业大类中保持最

快的增速，拉动整个工业增长 1.3个百
分点，上半年完成食品工业总产值

41467亿元，同比增长 22.2%，预计
2012年全年总产值接近 10万亿元。

然而，在食品行业快速发展的背

后，食品质量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浮出

水面。从简单的可口可乐焦糖色素、

红牛七种添加剂，到光明乳业 5 个月
内 6 次被曝出产品质量问题以及在
业界引起轩然大波的白酒塑化剂、速

生鸡等事件，更不用提地沟油升级等

等这些带有“高科技”色彩的迷离事

件。随着这份蓝皮书的上线，将把

2012年中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事件

再次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

食品问题不简单

《中国企业报·中国食品报道》记

者注意到，2012 年共计 1942 起被媒
体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其中 1195
起为非质量安全事件。

为何非质量类的食品安全事件

比重偏高？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

学院王灿发教授认为：“2012 年食品
安全舆情事件中，很多食品安全事件

属于媒体误读，比如媒体误用标准，

做出不当判断，不经核实即公布。非

质量安全事件如螺旋藻铅超标事件。

按照中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在中国

境内销售和生产的食品须符合中国

国家标准，但是如果以欧盟标准来判

定在中国生产或销售的产品不合格，

则判定依据有误，不属于食品安全事

件。从某种角度上说，媒体误读不仅

让该企业受损，而且使国民对国内食

品安全的不信任感加剧，长期看来，

对中国食品安全监测有不良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不属食品问

题的食品问题不只是对消费者的信

心造成冲击，也是对经济和民生造成

巨大冲击。专家指出，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过去的食品安全事件导致

的市场失灵。

然而，更为可怕的是此类事件大

大影响了国人的消费信心，严重冲击

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专家指出，一次

次或是媒体的误读，或是别有用心者

的炒作所引发的疑似食品安全问题，

都使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家形象不断

被冲击。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君石

研究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回顾

这几年有关食品安全的媒体报道和

互联网信息，其中不乏不科学、不客

观和不负责任的言论，造成以讹传

讹，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进一步加

剧了老百姓的恐慌情绪，如婴幼儿奶

粉激素、反式脂肪酸等等。消费者对

食品安全也有很多误解，比如食品安

全零风险的问题、假冒伪劣食品就等

同于不安全食品的问题、超标产品就

等同于有毒产品等等。由此可见，风

险交流非常有意义，只有食品安全信

息的渠道通畅了，才能从根本上消除

民众的恐慌心理。

检测手段要跟进

《中国食品安全舆情报告蓝皮

书》指出，在 2012 年，因检查机制的
不完善和规范的不健全，造成的食品

安全事件骤然增多是一个新的现象。

这类问题可以归纳为技术问题。例如

2012 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白酒

塑化剂事件就反映了这一点。同时，

随着转基因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益

生菌和酶制剂等技术在食品中的应

用，关于新技术对食品安全领域的副

作用一直是矛盾的爆发点。中国当前

的主要问题体现在检测设备不完善，

检测覆盖面偏低，抽检频率过低，更

谈不上对食品进行普检。国外对食品

的检验体系要远远高于我国，在立顿

添加剂事件里，欧洲标准和国内标准

产生冲突，得到了具体体现。

陈君石谈到，专业化、公正性和

独立性是预防食品安全最重要的三

点，也是安全监管的趋向。中国监管

制度体系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变化，都

是在爆发某一食品安全事件危机后，

才开始逐步完善的，目前还无法做到

真正的预防。白酒塑化剂事件中，从

没有酒类塑化剂检验到需要增加白

酒检验机制，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食

品安全的预防流程。

食品安全检测机构的可信性也是

2013年食品行业考虑的重点。公布出
检测机构的背景资料，并把项目和进

展流程及时向社会公开，是需要整个

行业为之共同努力的。尽管现行的

《食品安全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食

品安全配套法规和综合协调制度，各

监管主体之间的分工优化和协调配

合还需要时间检验和调整，但毕竟我

们在立法方面已经确立了基本的法

制框架。相信在 2013年，很多问题会
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规则的逐渐健

全而解除。

食品问题“太囧”理性对待是关键

主编：周净 执行主编：赵璐 邮箱：zhaolu8986@sina.com.cn 电话：010-68735768 18610291200 维权热线：010-68735764

mailto:kangyuany@sina.com
mailto:zhaolu8986@sin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