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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乳业砥砺奋进
旗帜奶粉坚持品质为本
宏

伟

在上月刚刚闭幕的 2017 中国奶业 20 强峰会上，现
场的荣誉墙展示了以旗帜奶粉为代表的中国乳品企业，
在世界食品品质评鉴大会上斩获的众多大奖:旗帜婴幼
儿配方奶粉荣获“特别金奖”，现代牧业纯牛奶、飞鹤婴
幼儿配方奶粉蝉联金奖，成为中国奶业砥砺奋进、逐步
振兴的有力见证。

奶挤出后无需储存和奶车运输，
经低温密闭管道直达生产
车间，从挤奶到进入加工仅需两小时。更短时间、更高技
术、更大投资的现代化乳企，将国产乳品的竞争力提升到
国际前列。
曾有行业观察人士表示：
“ 国产奶粉经历行业洗牌，
新建的牧场工厂标准极高，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与
设备。高起点、高标准是国产奶粉比肩世界的优势。比
如旗帜奶粉深刻总结行业百年来的发展经验，融合当前
国际尖端科技，全球首创‘养殖、加工零距离一体化’的
产业新模式，颠覆传统，真正将一体化做到了极致。”
瑞士联邦农业局长伯纳德·雷曼在考察调研旗帜
乳业时谈到：
“ 旗帜工厂在产业模式设计上非常先进，这
就如同汽车制造业一样，将所需零部件的供应系统整合
在一起，才能更好的完成。这样的工厂设计与规模已经
远远超出我过去的常规认知。”
正是以旗帜乳品为代表的各大民族乳企，努力践
行社会责任，与各界同仁携手树立起婴幼儿奶粉品质
的中国标准。他们是中国乳业逐步走向振兴的建设
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者，更是共圆中国
梦的同行者。

牢记嘱托，
“特别金奖”宣告乳业振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国
产 乳 企 的 振 兴 离 不 开 各 级 政 府 、社 会 各 界 的 共 同 努
力。近年来，国家对于奶业的监管投入巨大。去年乳
制品销售额仅占全国食品行业总额的 2.9%，但监测费
用却占到了 50%。为此企业加速奶源模式改革。2016
年，全国标准化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53%，来自规模化牧
场的奶源占 70%以上，企业自建牧场达 30%以上。产业
集中度逐年提高，各大国内乳企产品质量纷纷赶超国
外品牌。
据中国奶业协会和农业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权威发布的《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17)》显示：2016 年全
国生鲜乳抽检合格率为 99.8％、乳制品抽检合格率为

99.5％，国产奶质量历史最好，品质已居世界前列，达到
发达国家水平。
众所周知，我国是乳业生产和消费大国，要下决心把
乳业做强做优，
生产出让
人民满意、
放心的高品质
乳业产品，
打造出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乳业企业，
培
育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
乳业品牌。
正如君乐宝乳业集
团董事长魏立华所说的：
从前没有信心也没有底
气去参加国际上的品评
大会，
到今天旗帜婴儿奶
粉获得最高荣誉
“特别金
奖”，从以前的不知名到
今天君乐宝奶粉出口香
港市场，这是质的飞跃。
我们一定时刻牢记总书
记嘱托，
让祖国下一代喝
上好奶粉。
旗帜婴幼儿奶粉获特别金奖、中老年奶粉获金奖

砥砺前行，
“一体化、
2 小时”树立产业典范
同业同仁亦同心。从严苛监
管、质量保障到产业升级、工艺革
新，中国奶业牢记嘱托不忘初心，
在振兴发展的路上砥砺前行。
依托国产奶源优势，更多的有
责任有担当的国产乳企纷纷投身产
业链建设，自建“种植、养殖、加工”
的一体化全产业链生态圈。其中，
以液态奶见长的现代牧业最早提出
一体化工厂设计，提倡奶牛养殖规
模化、集约化。专注奶粉领域的飞
鹤更是借助全产业链布局，
打造
“两
小时生态圈
“，
从牧场挤奶运输到工
厂 2 小时，尽最大可能保留产品的
新鲜口感与丰富营养。位于张家口
坝上草原、
投资 40 亿元的旗帜乳业
后来居上，建成全球首创的“养殖、
加工零距离一体化”
产业新模式，
原

瑞士联邦农业局代表团在旗帜乳业考察调研

《寻人大师》：
努力回归艺术的本真

“无锡市纳税人之家”
为企业添后劲

曾经，提起网络剧，人们容易将其与粗制滥造、搞笑
戏谑等词语联系在一起。近两年，一批制作精良、流量
口碑俱佳的网络剧的出现，悄然改变着人们对其的认
知。经历了泥沙俱下、大浪淘沙的过程，网络剧正在回
归艺术的本真。暖心轻喜话题剧《寻人大师》，正是近两
年涌现出的一部让人看到十足诚意与努力的网络剧。
五位背景各异、看似毫无关联的人，通过种种奇遇
走到一起，结成“寻人社”，为老兵寻找战友的亲人、为朋
友寻找走失的孩童、为讨薪的农民工寻找包工头……在
寻人的过程中，付出智慧、汗水，遭遇凶险、困境，收获肯
定、赞美，寻人的过程也成为他们寻找自我、释然心结的
成长历练。观众跟着每一个故事有笑有泪，思索着剧集
映照出的社会现实与问题，体味着流淌于其中的温暖与
感动。

日前，江苏省无锡市纳税人之家“1+7”启动仪
式暨税务助力“走出去”企业主题活动在无锡市市
民中心隆重召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无锡市工商
联主席、红豆集团周海江成功当选为无锡市纳税
人之家第二届理事会会长。
“无锡市纳税人之家”是 2003 年由无锡地税局
在全国首创的非盈利性税收维权服务组织。2016
年无锡市国税局助力“纳税人之家”，形成“工商
联+国税+地税”的三部门联动模式。随着 2017 年
新吴区、梁溪区和滨湖区 3 家“纳税人之家”的相继
成立，一个完整联动、活力便捷的无锡市纳税人之
家“1+7”新格局正式形成。
“1”指无锡市纳税人之
家，统筹指导全市纳税人之家整体建设推行，负责
组织开展由市行业协会、商会全体发起的活动，
“7”是指无锡两市、五区的纳税人之家，负责所属
区域板块的纳税人活动。
“1+7”模式，覆盖全市工
商界，目的是建立和谐的税企关系，促进无锡经济
社会的大发展。
周海江称，无锡市纳税人之家“1+7”的启动，
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服务纳税人工作的全覆盖。
纳税人之家成功架设了政策解读、风险防控、政企
互动“三座桥梁”，实为服务无锡经济社会发展的
创新之举、务实之举。
(袁贝盛)

关照现实是网络剧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世界动车小镇暂露端倪

胜

天马行空、出其不意的玄幻、魔幻剧，架空历史的古
装偶像剧，丝丝入扣的悬疑探险剧等，一度是备受网络
剧青睐的宠儿。然而，当满屏都充斥着仙侠道怪，必会
让观众产生不真实、无意义的虚无感。特别是网络剧的
主要受众是青年人，他们是社会最具活力的群体，若长
期浸染在这样的影视作品中，会带来疏离现实、对社会
发展漠不关心等问题。
无论何种文艺作品，对人生活关切的深度决定着其
能走进观众心中的深度。对现实抱以强烈的关注，对社
会问题不回避，引导观众关心社会发展，这是今天网络
剧应该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寻人大师》呈现出的寻人故事，都是当下关注度极
高的社会热点话题，比如关爱老兵的生存状况，打击拐
卖妇女儿童，农民工追讨拖欠工资，救助家暴受害者，戳
破针对中老年人的诈骗圈套等。难得的是，这部剧不仅
限于呈现社会问题，还嵌入了对问题产生深层原因的思
考，比如对被救助者心理上的剖析，被寻回的走失儿童，
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回家？在家暴话题单元，剧目从婆婆
“女人不打不成才”的言论探寻家暴产生的复杂思想根
源。思考的深度让这部剧在众多网络剧中胜出一筹。
另外，这部剧关注的现实问题中，有不少是跟网络
息息相关的。如，拯救网络直播自杀的迷途少年，劝解
沉迷网络女主播的男青年等。这增添了它的网感，也击
中了不少年轻观众的痛点。

在网络剧与公益结合上作出可贵努力
以奇妙的线索串起五个人，组成“寻人社”，救助弱

秋

势，解开玄机，虽然名义上要收取报酬，但很多时候却是
分文未取、出于善心的义务之举。这给“寻人社”抹上公
益的色彩。
用寻人来包装公益的内核，
既符合商业化要求，
又能
丰富内涵并关照现实。
《寻人大师》的创作者有感于生活
中很多志愿者、
义工的付出和奉献，
想制作一部倡导公益
精神、
公益行动的剧，
这成为《寻人大师》萌发的初衷。
这部剧关注的社会话题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公益性，
如关爱宠物、打拐、家暴、关爱老兵、网络暴力等。不仅
如此，该剧还在相关故事单元的片尾，设置了科普彩蛋，
比如帮助老兵的公益团体有哪些，如何寻找老兵、给老
兵送关爱；结合真实案例，告诉观众怎样寻找被拐儿童
等。另外，寻人情节还从虚拟世界延展到了现实中，通
过与公益机构、企业跨界合作，以公益快闪、门店公益活
动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寻人公益事业，宣扬公益精神。
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在谈到未来广播
电视节目的发展方向时，提过三个关键词，即公益、文
化、原创。
《寻人大师》在网络剧与公益如何更好结合上，
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宣扬主流价值观的网络剧也可以很好看
以积极健康的正能量引导观众，永远是优秀影视作
品的秘诀所在。撕掉秀下限、猎奇、
“ 重口味”的负面标

签，网络剧要在创造有情怀、有意义、有筋骨、有温度，能
给人以正确价值观启示、主流价值观引导的精品力作上
重点发力。
情怀是影视作品之魂，
只有有了魂，
才能在
“精气神”
上立起来。
《寻人大师》之所以能打动观众，
是因为每个故
事传递出的对人的关怀、对正义的追寻、对善良的崇尚，
愿为社会美好贡献力量的价值导向，击中了观众心底最
柔软的部分。无论是跟着哭还是笑，
之余还能有所思考、
有所感悟，
这给了观众丰满、
立体、
完整的观剧体验。
这部剧让我们看到，宣扬主流价值的影视作品也可
以很好看、很吸引人。这在于《寻人大师》这部剧抓住了
两点：一是寓情怀于故事中。一部剧的故事讲得好，就
成功了一大半。这部剧的故事设计很巧妙，既能一步步
推动情节发展，不给人大起大落的不真实感；又能将悬
疑、娱乐、爱情等因素融合其中，吊起观众的胃口。这样
既真实又抓人的故事，就是传递正能量最好的载体。二
是塑造有亲和力的人物。人物塑造永远是影视剧创作
的核心命题。这部剧的主线人物，既有呆萌冷静的高智
商电脑天才，也有阳光单纯的暖男，有二次元少女，也有
历经沧桑的中年大叔，他们有各自的心事、各自的执念，
却都在寻人过程中乐此不疲。他们都是观众生活中平
凡的人，当然也是经过了艺术加工、性格特质更饱满的
人。观众从他们身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真、善、美，人物
本身的一言一行就在传递着主流价值观。

中国每年投入运营的动车组 65%从这里驶出，
全国城轨地铁 25%的车辆从这里生产，位于青岛城
阳区的棘洪滩面积 83 平方公里的世界动车小镇暂
露端倪。
正在建设中的动车小镇可谓名企云集。中车
四方股份、中车四方有限、庞巴迪等轨道交通核心
配套企业 120 余家已经入驻，产业集聚水平位居全
国首位；区域内具备高速动车组、城际动车组、跨
座式动车、悬挂式动车、低地板有轨电车、导轨电
车等一系列高端产品，产品涵盖控制系统、牵引、
制动系统、减震系统等各个方面。日前，国家高速
列车技术创新中心落地城阳区，更使得青岛拥有
重大创新平台的独特优势，汇聚更多的创新力量，
加速推动经济更快更好地转型升级。
据青岛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刘元池介绍，世
界动车小镇以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和制造为主导，
集聚全球高端人才、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拓展产业
链条，正在全力打造轨道交通全球研发中心、轨道
交通全球制造中心、轨道交通全球博览中心、轨道
交通全球 VR 中心、轨道交通区域性服务中心、轨
道交通区域性金融中心等六大中心，搭建完整的
高速列车全球技术协调创新体系。
据了解，世界动车小镇确定了这一重点动能
转换投资项目。其中包括：高速轮轨试验线和高
速磁悬浮示范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创新中心研
发平台建设；动车小镇轨道线网建设、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建设、商住开发及社区旧村改造等一系列
项目。
（胡洪林 王亚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