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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三个着力”重要要求

以民需为本，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天津食品集团打造
“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全产业链
苏莉鹏

六年前的 5 月，
习近平
总书记在天津视察
时，提出“着力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着力加强和改善
党的领导”重要要求，经济
发展要实现高质量，民生
保障要体现高水平。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总书
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在津沽大地的具体实
践。推动高质量发展，归
根结底是为了人民。每年
实施 20 项民心工程，财政
支出 75%以上用于民，连
续三年提前和延长供暖，
实施棚户区“三年清零”计
划，高水平建设绿色生态
屏障……天津对民生领域
投入不断加大，一大批百
姓最急最忧最盼的现实利
益问题得到解决。民生与
发展同频共振、良性循环，
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
高质量发展带来强大的内
生动力。
作为与百姓日常生活
最息息相关的企业，天津
食品集团一直把民生需要
作为根本。近日，天津食
品集团（以下简称“食品集
团”
）发布 2018 年度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展现
了大型国有食品企业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
造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产
业链，打造百姓放心“菜篮
子”，积极融入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服务民生，回报社
会，大力推进集团“六个建
设 ”，加 快 实 施“ 两 大 改
革 ”，不 断 强 化“ 四 项 管
理”，解放思想、滚石上山、
担当作为，创新发展的新
篇章。

智慧农业：产品质量和新产品跃升台阶

天津食品
集团拥有包括
中华老字号等
在内的 32 个知
名食品品牌。
去年，在市场消
费增速下滑、扶
贫资金加大投
入的情况下，该
集团保持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完
成营业收入
300.6 亿元，同
比 增 长 6.1% ；
实现利润总额
9.7 亿元，同比
增长 6.4%

天津食品集团以“优质、安全、营养、方
转基因优质大豆及熟浆工艺生产，营养物质
便”为食品创新方向，推进供给侧改革，产品
含量高，新品红枣、椰子口味豆浆受青睐；
质量和新产品跃升新台阶。2018 年，科技项
“津立达”牌现代化养殖的多个水产类产品
目累计投入资金 1.25 亿元 ，完成了生鲜猪
等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 桂顺斋”
“ 起士
肉、农产品、无乳糖酸奶、海带、草莓、豌豆饼
林”品牌中西糕点继承百年传统创新发展，
干等科研项目 101 项 ，上市 123 个新产品 。 桂顺斋枸杞和番茄月饼、奶酥皮、起士林上
其中，
“利达”牌面粉实现智能化生产，
“主食
市的蛋黄饼干等产品都受到消费者好评；
大厨房”的银丝卷、苦荞馒头成为主食新秀； “光荣”牌酱油、
“ 利民”牌系列调料久负盛
“黄庄洼”牌大米依托绿色生态环境科学种
名 ，蒜 蓉 辣 酱 和 酿 造 7 个 月 的 酱 油 品 质 优
植、加工，营养价值高；
“迎宾”牌猪肉及制品
秀，新品三杯汁调味料、豆瓣酱、小罐辣酱等
远销国外，新品传统经典、都市白领、小鲜
特色突出；
“ 王朝”牌葡萄酒连续 7 年成为达
肉、功能营养 4 大系列迎合多种消费需求； 沃斯论坛指定用酒，在 30 余场葡萄酒品鉴
“家爱格”牌鸡蛋有百万规模蛋鸡，富硒鸡蛋
活动中以优雅品味和芳香口感，赢得中外人
等产品受到消费者好评；
“ 晶宝温泉农庄”的
士高度赞誉。
草 莓 、西 红 柿 、黄 瓜 等 7 大 果 蔬 产 品 ，获 得
据了解，食品集团目前拥有科技型企业
“绿色食品”认证；
“海河”和“帕玛拉特”牌乳
18 户，省级以上技术中心 5 个，省级重点实验
制品原料，来自该集团嘉立荷牧业绿色奶源
室 3 个，博士后工作站 1 个，院士工作站 1 个，
基地，营养指标高于国内标准，炭烧酸奶、芝
工程技术中心 3 个，科技从业人员 992 个，拥
士酸奶等新品频出；
“ 山海关”牌豆浆使用非
有有效专利 284 项，其中发明专利 23 项，承担

天津食品集团二商迎宾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省级以上科技项目 12 项。接下来。食品集
团将充分发挥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
平台作用，加强校企合作，围绕安全高产种养
殖、现代农业育种、信息化建设、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功能食品研发等
重点方向，大力实施科技创新项目，获得一批

高质量实用型科技成果，加快设备升级，逐步
改变集团产品低门槛、易仿制现状，培育和壮
大一批科技型企业，加快推进雄安新区食品
产业双创基地建设。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专
利化水平，为集团经济持久发展提供内生动
力。

筹备和推动阶段。”天津食品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勇表示。
为偏远地区特产开拓销路也是食品集团
的一项重要举措。2018 年，集团利用农鲜食
品直销店、物美天食品超市等销售渠道，将偏
远、贫困地区特色产品主动引入天津市场销
售，帮助当地特产开拓销路。先后引入河北
承德地区的板栗、山楂、杏仁和牛肉制品，甘
肃甘南地区的沙棘汁、荞麦面、豆制品、茶叶，
西藏昌都地区矿泉水、青稞、荞麦、糌粑、牦牛
肉等产品；与团市委、市青联联合开展“疆品
入津 助力脱贫”援疆公益活动，引入新疆核
桃、大枣等地区特产。
在扶贫之外，食品集团发挥自身优势和
潜力，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主动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扶贫攻坚等重大战略，建
设项目取得新成果。近年来，集团在保加利
亚普罗夫迪夫地区农业示范项目拥有耕地及
租赁耕地 13 万亩，种植小麦、水稻、油菜、苜
蓿、香菜等农作物。2018 年 7 月 7 日，李克强

总理在保加利亚出席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
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为以集团保加利亚基地
为主导打造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
示范区揭牌；非洲加纳番茄酱生产基地主体
工程完成 80%，进入收尾阶段；英国“鲁班工
坊”项目中，集团经济贸易学校与英国奇切斯
特学院合作，将中国烹饪技艺及饮食礼仪开
发为国际化教学标准，面向国际提供中餐烹
饪技术学历教育和资格培训。
“ 鲁班工坊”研
究课题荣获多个国家级教学成果大奖，并受
邀为英国首相府中国新春招待会烹制中餐。
天津食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勇表
示，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食品集团将创新竞进，打好深化改革、项目建
设、提质增效、市场拓展和产业扶贫“五大攻
坚战”，推动集团持续健康发展，创建人民信
任、政府满意、国内一流的大型综合食品产业
集团和民心工程龙头企业，更好地履行国有
企业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为国家
和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精准扶贫：
“羊百万工程”助力近 1300 户贫困户持久受益

食品安全零容忍：践行让
“百姓放心”承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集团始终秉
承“食品行业是道德行业”的生产经营理念，全面
落实食品安全责任，严格遵守国家、地方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
像给家里人做饭一样做产品。
落实食品安全零容忍是食品集团的第一要
务。为此，食品集团加强生产环节和过程控制管
理，进一步完善贯穿食品生产全过程的可追溯体
系。建立食品安全工作考核体系，各企业主要领
导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将食品安全
责任体系建设、质量体系认证等工作纳入考核范
围。不断提升现场管理水平，加大流通环节产品
抽检力度，提高企业实验室检验能力，践行集团
让“百姓放心”
承诺。
保源头、保生产、保终端，食品集团着力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强化主体责任落实，

严把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防线，打造闭环食品产
业链条，努力打造人民群众的“放心菜篮子”。在
源头，
食品集团设立农作物、
养殖、
饲料专属基地，
为精深加工提供安全可靠原料；
在生产环节，
最大
限度实现自动化减少人为接触污染，取得 17 项绿
色食品认证和 6 项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在终端，建
立自有流通体系，在现有 400 余个零售网点基础
上，未来三年在天津再开 500 家直营店。食品集
团还全力打造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
对原料产地、
生产批次、投入品、贮存流通、安全检测等环节全
程跟踪，
让消费者通过手机扫码追溯产品的
“生产
履历”
，
享受看得见的食品安全。
如今，在天津的很多社区、街道都能看到一
个很显眼的门店——农鲜食品直销店，店内各类
生鲜及日用商品一应俱全。据了解，食品集团为

品牌拓展终端销售渠道，大力开设“农鲜食品直
销店”、
“ 物美天食品超市”和“物美天食生活超
市”等销售门店，提供直销车进社区服务，方便群
众就近购买。截至 2018 年底，已在全市范围内开
设了 103 家直营店，为市民提供集团自产的粮油、
肉蛋、时令蔬果、牛奶、调料、红酒等放心产品。
同时，集团积极推进电子商务，通过电商平台可
以轻易购买到海河奶、王朝酒、利民调料、迎宾火
腿肠等产品，动动手指就可以享受到从田间到餐
桌的安心产品和服务。
目前，食品集团正在积极推进百万头生猪、
百万只肉羊、百万只蛋鸡、万头奶牛牧场等民心
工程建设，全力以赴保障米面油、肉蛋奶、糖酒
茶、果蔬、调料等 11 大类 3000 余种放心食品的城
市供应。

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食品集团认真
贯彻国家精准扶贫战略部署，积极推动对口
帮扶工作，以产业辐射带动精准扶贫，共同建
设，共同发展。2018 年，食品集团选拔了 46
名优秀青年骨干成立“青年突击队”派往项目
一线，助力脱贫攻坚，实施天津市重点扶贫
“百万只优质肉羊产业化工程项目”。
百万只羊项目地处干旱少雨、经济发展
落后的新疆和田、河北围场等贫困地区，畜牧
业是这些地区主要产业，但自然条件差，羊个
体小、繁殖率低、品种退化。如新疆策勒、于
田两县羊肉自给率还不到 10%。食品集团在
新疆和田和河北承德两地实施百万只优质肉
羊产业帮扶项目，以自身优势，利用当地农牧
业资源，实施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帮
扶，开展选种、引进、羔羊繁育、饲养育肥等技
术服务，建设从饲料种植、肉羊养殖到屠宰加
工和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带动当地农牧业
转型升级和农牧民脱贫。2018 年，和田、承
德两地共建成核心种羊场 2 万平方米、扩繁

场 3.8 万平方米、现代化肉羊生产基地 1.5 万
平方米，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开始大规模
存栏养殖。通过采取直接吸纳就业、饲养羔
羊、托管饲养等多种形式帮助当地贫困户脱
贫增收，已助力近 1300 户贫困户持久受益，
实现当地就业人员年均 3.6 万元收入水平，为
贫困地区打造立得住、见长效、可持续的造福
工程。和田地委致信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
赞扬食品集团扶贫攻坚取得的成绩。集团被
评为天津市“合作交流工作先进单位”，集团
援派干部荣获“2018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脱
贫攻坚创新奖”。
“打赢精准扶贫的攻坚战，是天津食品集
团必须承担和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我们
‘以产业助推帮扶，以帮扶促进产业可持续发
展’为战略，举全力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实施
食品产业扶贫项目，完善产业链条，瞄准目标
将‘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好统筹规划，挂图作
战，按时间节点整体推进各项工作。百万只
羊项目只是其中一个，其他大型项目也正在

食品质量追溯体系：形成全程可控的安全食品闭环产业链

去年，食品集团继续推进农垦农产品质量
追溯体系建设，并正式启动农产品及食品质量
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项目建设。截至 2018 年
底，集团已有 8 家企业建立了该追溯系统，追溯
产品涵盖果蔬、大米、葡萄酒、牛奶、鸡蛋、生猪、
调料等 7 大品类 30 多种产品，可追溯产品产量
4.5 万吨。
在“家爱格”百万只现代化蛋鸡项目现场，
记者看到这里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信息化
管理，鸡舍内部大农场管理系统实现自动环控、
精准控温、远程监控、报警智能通报，为鸡群创

造了舒适的生长环境，实现精准化、数字化、智
能化管理。自动化的饮水、清粪、控光、集蛋系
统既提升工作效率，又大幅降低人工操作的劳
动 强 度 和 用 工 数 量 ，同 时 也 提 升 了 鸡 蛋 的 品
质。每一枚鸡蛋在包装之前均经过 10 道工序，
包括清洗、烘干、消毒、筛选等，避免了鸡蛋受到
外源污染及病原微生物的传播。并对沙皮、裂
纹、斑点、血斑、散黄、双黄等进行 6 道检测。经
过处理后的鸡蛋进行喷油、喷码，每枚鸡蛋均有
唯一的身份标识，实现了产品的可追溯性。此
外，食品集团在天津、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

东、新疆、甘肃、西藏等地区以及保加利亚等国
家建立专属基地，种植水稻、小麦、玉米、蔬菜、
水果、饲草等优质农作物，建设百万数量级蛋
鸡、生猪、肉羊及万头奶牛牧场等养殖项目，为
食品提供优质原料。目前，集团终端产品涵盖
了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米面油、肉蛋奶、糖酒
茶、果蔬、调料等 11 大类产品，拥有 400 余个零
售网点、4 万吨冷库资源和在建的自有流通体
系，正在形成集种植养殖、精深加工、销售物流、
电子商务一体化的全程可控的安全食品闭环产
业链。

天津食品集团嘉立荷（山东）牧场旋转式挤奶厅

天津食品集团利民调料生产线

天津食品集团王朝公司万吨酿造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