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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国际妇女儿童产业博览
会上，得益乳业一举获得四个大奖，其
中希腊酸奶、鲜境高品质低乳糖牛奶分
别获得“产品创新大奖”；优麦发酵乳、
鲜境高品质鲜牛奶分别获得“品质金
奖”。在低温鲜乳制品领域深耕细作40
年，放心的品质与科技创新是得益乳业
品牌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此次
中国奶业协会联合得益乳业共同发布
的《中国低温奶发展白皮书》中表示，掌
握新鲜的核心冷链技术，不受污染的土
壤与草原，优质的奶源与严苛的品控管
理是国内乳企崛起的必然条件。

在奶源建设上，得益乳业从立业
之初就坚持“先建牧场，后做市场”的
思路，在山东省率先启动了“绿色 AA
工程”，牧场精选的荷斯坦奶牛是世界
名种奶牛，并使用最优质的性控冻精
培育良种，从源头保证产品质量可控；
其次在绿色品控上，实现上游奶源、供
应商、中游生产、下游销售的全链条质

量标准无缝隙覆盖。原料奶质量控制
与国际接轨，高于欧盟质量标准，达到
世 界 一 流 水 平 。 鲜 奶 蛋 白 指 标 ＞
3.30%，脂肪＞4.0%，菌落总数＜1 万
cfu/ml，是欧盟标准的1/10；体细胞＜
30cfu/ml，达到新西兰水平。而在核
心冷链上，得益自建奶罐运输团队，通
过电子信息技术对物流车在运输过程
中的产品温度、车辆速度、行驶路线等
进行检测，并自动调控冷藏温度，使产
品温度始终在2-6℃。从挤奶到出厂
再到餐桌，所有的工序都有条不紊，有
章可循地进行，让人们在清晨第一时
间喝上新鲜好奶。

从 品 质 的 领“ 鲜 ”到 品 牌 的 争
“先”，今天的得益带来的不止是中国
低温奶发展方向，也有数十年来在低
温鲜乳领域深耕的经验与启示。发布
仪式上，业内人士表示了对低温鲜乳
成为未来主流消费趋势的信心，低温
鲜乳崛起的一天，指日可待。

得益乳业新鲜计划出炉
奶业协会联合得益乳业共同发布低温奶行业白皮书

指明“低温鲜乳”时代发展方向

近日，《中国低温奶发展白皮书》发布仪式在山东大众传媒大厦隆重举行，此次发布会吸引了众
多业内人士参与，也邀请到了众多媒体以及奶业协会的领导及专家出席，共同为中国低温奶未来的发
展方向建言献策。业内专家表示，此次得益乳业中国低温奶发展白皮书的发布不仅可以使国内低温奶
乳企对行业未来的发展得到更多启示，也可以让消费者有机会了解到一个越来越透明和发达的中国低
温品类产业链。

得益乳业是集牧草种植、饲料
加工、奶牛养殖、生产加工、乳品研
发、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以做“中国低温
奶第一品牌”为目标，有着四十多年
专业乳品加工历史。得益乳业的奶
源地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牧场，拥有
原生态绿色环境，从奶源到技术，从
冷链到服务，得益乳业始终追求卓
越。目前，得益乳业生产低温巴氏
鲜奶、低温酸奶、乳酸菌饮料3大系
列70多个产品，已经成为了国内领
先专业低温奶生产企业。

在中国，虽然常温奶仍占据着
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但随着中国城
镇化速度的猛进、物流技术的更新，
越来越多消费者更愿意也有机会喝
到新鲜营养的低温鲜乳。自企业成
立之初，得益乳业就前瞻性布局低
温鲜乳市场，秉持“产品质量问题零
容忍”的质量管理理念，为消费者打

造健康、安全的低温鲜乳制品。
为保障所生产的每一滴奶全部

来自新鲜原奶，得益乳业借助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理念，实现上游奶源、供应商、中游
生产、下游销售的全链条质量标准
无缝隙覆盖。在牧场建立牧场信息
管理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对牧场
所有和牛奶相关的饲料、兽药等影
响质量安全的信息实施收集，专人
进行管理，保障原料奶质量安全。

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
品和更贴心的服务，得益在社区送
奶服务基础上，全面品牌化升级为

“益家订”社区送奶服务，创新提出
了“六大关爱承诺”，以高品质的新
鲜、贴心服务赢得了人心和口碑。
除传统的社区订奶服务之外，得益
乳业还引进电商系统，全面启动网
络订奶服务，实现了足不出户订鲜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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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绵延蜿蜒,赋予了金城
兰州丰厚的城市底蕴和神秘的历史灵
气，它像一块瑰丽的宝玉，镶嵌在中
国西部高原上，古老的丝绸之路,更
是让这个古朴典雅的土地再次焕发勃
勃生机。

河口，山环水抱地势险要，古丝
绸之路的锁匙之地和黄金重镇。站在
河口仿佛依稀能听见古道上的驼铃声
声。古人说：“先有河口渡，后有兰
州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
施，河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世
事变迁，河口正发生着震烁古今的沧
桑巨变。在漫长的岁月进程中，河口
人经历了岁月变迁的风雨沧桑，付出
了不懈的努力，用智慧和汗水，成就
了梦想，谱写了新的乐章。

张利军，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河
口镇人，河口镇青杨村党委书记，甘
肃恒利集团的掌舵人。“义利和义，
以人为本，铸就梦想”，凭着对梦想
的执着追求，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创
业，天资聪慧的他找到了事业发展的
时代钥匙，使张利军的事业步入了奋
力赶超、转型跨越的新阶段。“富而
思进，饮水思源”，在推动企业发展
的同时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他长
期资助教育事业和困难群体，积极赞
助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支持西部教
育、民生事业的发展，连续九年资助
贫困大学生，只要家乡需要他都会慷

慨解囊，义不容辞，为社会传递正能
量。

行路致远，砥砺前行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要求：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出生在农村的张利军
感同身受，他决心从自我做起，贡献
所有力量，来帮助自己所在地区的农
村走上美丽新农村的道路。

河口镇青杨村土地资源贫乏，村
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由于水浇
地少作物产量不稳定，经济水平低，
贫困人口多。为了有效防风固沙，立
足项目扶贫，张利军着力打造“绿色
致富”工程，启动实施了青杨村荒山
绿化及农民公园建设项目，使全村适
合核桃树种植的土地达到全覆盖，并
修建引水上山工程，解决村里富余劳
动力就业问题，为改善村容村貌，投
资购置环保垃圾清运车，改善了村民
的生活环境。为发展家乡的教育文化
事业，新建了兰州二十三中教学实验
楼，并配置了完善的教学器材。新建
了河口镇中心幼儿园和文化站，配备
了现代化教育实施，购置了接送孩子
的校车。为了帮助本村留守老人度过
幸福晚年，为当地的老人每年定期发
放养老费用。个人出资兴建居民小

区，为青杨村农户改造居住条件，同
时修建了青杨村文化广场，安装了新
型太阳能路灯。

关注民生，情系家乡
在事业不断壮大的同时，张利军

不忘家乡父老，积极回报社会，为改
变家乡面貌，让乡亲们掌握了致富技
术，共同努力带动周边经济的繁荣发
展。帮助更多的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
道路。担任党委书记的他时刻不忘党
的政策，时刻关心村民的生活，积极
发扬先富带后富作用，与贫困村和特
困户结对帮扶。一方面，采取捐赠物
资等，着力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环境
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采取经济资
助、安排子女就业、提供致富信息和
智力支持等形式，帮扶特困户渡过难
关，尽快走上富裕之路。在西固区河
口镇大力的实施了扶贫攻坚、改造农
村危旧房、植树造林、道路建设、饮
水工程等，完成了多个行政村人居环
境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使当地农民
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张利军先后在河口镇青杨村建立
大型搅拌站、门窗厂、新型建材公司
等三大生产主体，不仅给河口的经济
增长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解决了村
里的剩余劳动力，大大增加了村民的
收入。他在河口的历史画卷中,写下
了令人惊叹的闪光诗行。

如今的河口美丽、富裕了，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村里环境改善了，如果没有张利军就
没有河口的今天。” 践行责任回报社
会，实践人生价值。雁渡寒潭的他有
着西北人刚毅爽朗的性格，朴实无华
的言语感动着每一个人“想着怎么让
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我最大的
愿望，我也会为这个愿望一直努力奋
斗。”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了谋

求企业不断创新，做强做大，张利
军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发展必须紧抓
机遇，紧跟时代步伐。党的十八大

报告提出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总体要求，明确了教育改革的
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张利军敏锐
地意识到，教育事业是企业转型发
展的大好机遇。甘肃恒利中等专业
学校是省教育厅、省发改委批准成立
的一所民办非盈利性全日制中等专业
学校。张利军说，学校要遵循职业教
育发展规划，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
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质量为核心，
以创新为动力”的发展思路，紧紧围
绕“创新职业教育理想、改革教育教
学模式、提升职业技能素质、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这一主题，着眼于服务
经济转型升级；着眼于提高育人质
量；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
的需求，重点推进学校内涵发展，大
力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市场针对性、经
济贡献率和社会吸引力，把学校的办
学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让学生
在春风化雨的文化润泽中健康成长。
使其成为开放灵活、知名度较高的现
代化职业学校。学校先后为省内外机
械制造、信息技术等专业培养了大
批专业人才，并受到了用人单位的
赞扬。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张利军是一
位在商场上滚爬摸打、在商海里搏击
遨游了多年的建筑企业董事长、成功
企业家，可在他的心里，投身教育、
创办学校，才是他多年萦绕而孕育的
一个梦想。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
的基石，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
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投身教
育、创办学校，才是他多年萦绕而孕
育的一个梦想。张利军多年来一直潜
心关注西部教育的发展，他，要让子
孙后代懂得知识的重要：他，要让学
生享受读书的权利与享受学习的乐
趣；他，更要圆自已投资办学的平生
之愿。教育，是无私奉献的事业；教
育，是爱的事业。用他的勤劳、智慧
与汗水，开始了人生的另一番演绎，

追逐着历久弥深的教育梦想。

旅游兴镇，激发活力
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已上

升成为国家战略；古镇文化旅游产
业开发已成为各省各地华夏文明传
承 创 新 区 的 重 要 支 柱 产 业 。 2011
年，河口村被确定为市级旅游示范
村，2012 年被住建部、财政部、文
化 部 核 定 为 首 批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
2013 年 9 月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历
史文化名村。

河口古镇，位于兰州市西固区，
是陇上著名的水陆码头。繁荣经济文
化孕育的文明，给这方繁盛土地带来
璀璨烟火。

随着打造沿黄河经济带、建设国
际物流新城战略的实施，以河口民居
等旅游资源开发为重点，大力发展沿
黄河经济带精品生态旅游。依托河口
古镇弥足珍贵的人文历史资源和区位
优势，规划建设河口生态商贸旅游区。

为了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建设，甘
肃恒利集团打造河口古镇文化旅游建
设项目，挖掘河口古镇老街、丝绸之
路和唐蕃古道历史文化，使重建后的
河口古镇老街成为集现代水岸休闲文
化和丝路古道文化体验功能为一体的
文化旅游区。建设沿河艺术长廊，庄
浪河口湿地公园，水上公园，仿古商
业步行街，高档休闲度假区，生态游
和乡村游。

金城名迹秀华夏，传神河口贯古
今。金城西门，两河交汇，河口——
一座相伴在古今风貌中的昔日古镇。
史烟飘过，回看今天。当历史又将迈
向新征程，俯瞰黄河两岸的沧桑巨
变，怎不叫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筑梦路上，旗帜飘扬，时光荏苒，岁
月当歌。他们承载着恒利人对文化古
镇浓郁的千年古韵情感，扬帆起航，
乘势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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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利集团2012年奖学金发放仪式现场

恒利集团董事长张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