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1日，招远市在辛庄镇九顶原乡
医养健康产业研发中心举行九顶原乡医养
健康产业公司与山东省农科院“创业创新利
益共同体”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的举行意味着山东省农科院
蚕业所与九顶原乡医养健康产业公司在前
期达成合作意向的基础上，已全面构筑起优
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关系；
意味着九顶原乡科技有限公司有了省农科
院的强力“背书”和强大支持；省农科院蚕业
所研发团队有了稳定的栽培试验基地、研发
中心、成果转化和市场推广主体，两者的强
强联合，必将为招远市农业创新创业和康养
事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的突破。

据了解，此次合作的山东省农科院蚕
业所蚕桑功能物质研究团队主要从事蚕
桑高值化利用研究，包括蚕桑资源功能活
性物质富集规律及评价研究、蚕桑系列产
品加工工艺研究、蚕虫草栽培、功效评价

及产品研发研究等。团
队成员主持、参加国
家自然基金、省自
然基金、省重点研
发项目、省农业
重 大 应 用 创
新项目、市
重点研发
等国际、
省 市 各
类 课 题 20
余项。团队
共有成员9人，
其中首席专家 1
人、博士4人、硕士
3人、本科 2人，骨干
成员年龄都在 34-45
岁之间。

桑的药用始载于《神农本草经》。桑

叶、桑果被国家卫生
部认定为药食同
源原料，具有降
糖、抗氧化、抗
肿瘤、抗菌、
抗炎等多
种药理
活
性 ，
特别

是中医
将桑叶作

为 治 疗 消
渴症（现代医

学俗称糖尿病）
的中药应用于临

床。
“创新创业利益

共同体”是一种新的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应用

模式。截至目前，招远市已有健生苑茶园、
穗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军鹏畜牧养殖专业合
作社、立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四家经营主
体与农科院结成“创新创业利益共同体”。
山东省农科院科研人员采取技术入股、品种
权入股等形式，按照比例参与营利分红、承
担风险损失，实现了与农业经营主体的深度
融合、权益共享、风险共担，在为相关经营主
体破解人才、技术等发展瓶颈制约的同时，
也将在实践中检验相关技术路线、成果的有
效性、实用性。

在创业创新利益共同体模式的引领带
动下，招远市将有更多的市场经营主体与山
东省农科院结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省农科
院“三个突破”战略也将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极大助力招远市创建“科技引领”型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示范市。

YMG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张海波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逄忠鹏 摄影报道）
近日，行驶在G206威汕线招远段的司机会发现，很多身着橘黄或
浅绿色马甲的公路人或用耙子为边沟“搓澡”，或拿刷子给行道树

“描眉”，他们所经之处，边沟干净整洁，树木刷白统一，路域环境
焕然一新。

进入冬季后，随着气温降低，行道树进入大批落叶季节。为
全面清除公路边沟内枯枝落叶等“污垢”，招远公路中心集中人力
对其进行了一次“大搓澡”，无论是枯枝、落叶、玉米秸，还是塑料、
果袋、反光膜，统统被集中装车清运，清理后的边沟沟底平顺，视
觉美观。与此同时，还有部分养护人员手持毛刷，用生石灰、石硫
合剂、工业用盐等材料配制的涂白剂为行道树刷白“描眉”。为保
证刷白效果美观，该中心自制测量工具，有效控制了刷白高度，确
保了路树刷白上沿整齐划一。

“枯枝落叶在边沟堆积，既影响美观和排水，又极易引发冬季
森林火灾，为此我们投入人力、机械，对其进行清除；对行道树刷
白，不仅可以美化路容路貌，诱导车辆安全行驶，还能杀死树缝里
的越冬虫卵和病菌，预防树干冻裂和日灼发生，增强行道树的抗
病性。”招远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养护科长康伟介绍。目前，该中心
已清理边沟落叶50公里，行道树刷白90公里。

路域环境焕然一新
招远公路中心“搓澡”“描眉”美化G206威汕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张艳霞）“我建议出
口企业都来用用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在是太方便快捷了，
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办退税，实实在在享福利。只需要下载报关
单和发票信息，导入申报模块即可。鼠标轻松一点，税款当天到
账。”日前，烟台恒佳食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张德洲高兴地说。

招远市税务局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工作，通过多部门联合办
公、共同协作，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税务局联合海关、商务局
等部门先后组织辖区170多户出口企业进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系统培训，积极推进出口企业使用单一窗口在线申报出口退税。
出口企业通过单一窗口，实现了一点接入，一次提交，一键跟踪，
共享商务、交通运输等25个部门关于接舱单申报、税费办理等12
项业务的数据信息，“一站式”完成出口退税申报。企业从录入申
报数据到收到退税款由过去的至少2天缩短到0.5天，极大提高了
退税效率,办税体验感极佳，深受企业好评。

单一窗口出口退税功能的推广应用，使企业出口退税从备
案申请到完成退税全流程闭环网上办，平均为企业节约申报成
本50%以上。11月份共有70%的企业通过单一窗口申报退税，
无纸化率100%，实现退税额2849余万元，单一窗口申报率名列
全市前茅。

一站完成出口退税申报
招远市税务局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刘坤）今年以来，
招远市应急管理局以安全生产三年行动和大排查大整治为抓
手，强化监督执法工作，创新监管服务模式，全面提升企业本质
安全水平。

在非煤矿山方面，深入开展非煤矿山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建设，在各复工复产矿山企业累计接入243路监控视频，基本实
现监控全覆盖、无死角。创新开发了“数字化矿山隐患检查管理
平台”APP，通过手机微信端和电脑端即可实时查看各矿山企业
安全生产情况，进一步强化了对矿山企业的动态监管。

危化品方面，开展危化品企业信息化建设工作，将信息化建
设与应用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预计12月底前全市危化品生产、
使用企业将全部完成信息化建设，其他企业将于明年3月份全部
完成。

涉氨制冷方面，邀请专家深入涉氨制冷企业实地调研，提出
了在氨制冷系统的总供热管路上安装压力控制器和在回液管路
安装安全阀的设备升级改造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在冲霜等作业环
节中因人工误操作导致的事故发生。目前，全市已有7家涉氨制
冷企业完成了氨制冷设备的升级改造工作，有力保证了液氨制冷
企业的安全运行。

创新监管服务模式
招远市应急管理局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徐丽萍 姜明）11月
9日，经烟台海关验收通过，山东招金公用型保税仓库获颁《保税
仓库注册登记证书》，标志着招远市第一家保税仓库正式建成并
投入运营。该公用型保税仓库位于招远市国大路288号，仓库面
积3096.10平方米，主要从事金银铜矿砂及其精矿、木材、白银、金
银盐、食品、农产品等进出口仓储业务。

保税仓库是指经海关批准设立的专门存放保税货物及其他
未办结海关手续货物的仓库。公用型保税仓库具备保税仓储、转
口贸易、简单加工等增值服务，起到延伸产业链条，补充调整产业
结构，提升跨境贸易便利水平的作用。

招远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冶炼、粉丝、豌豆蛋白生产大市，相关
企业对进口矿砂、豌豆、淀粉等有大量需求。山东招金公用型保
税仓库建成运营后，招远市及周边地区企业的进口货物可以直接
储存到仓库内，入库时无需缴纳关税，待出库时再缴纳关税，能够
提高企业资金周转率和利用率，有效缓解资金压力。据测算，该
仓库预计年入库货物20万吨，可为企业缓税约1.8亿元。

下一步，烟台海关将继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不断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提升辖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为地方招商引资、区域
保税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

提升跨境贸易便利水平
招远首家公用型保税仓库开仓运营

招远双塔食品创新驱动、科学发展，从一个连续多年亏损的小厂，巨变成为一个
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年销售收入20多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打造豌豆全产业链龙头

“创业创新利益共同体”助力乡村振兴
招远市着力打造农业“产学研”融合发展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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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院专家现场指导桑苗繁殖农科院专家现场指导桑苗繁殖。。

等待运输粉丝的货车在厂区排起长队。

工人正在紧张装卸豌豆淀粉工人正在紧张装卸豌豆淀粉。。

11月15日，星期一。早上7:30，一声
嘹亮的军号响彻在招远市金岭镇钟流河
西岸的双塔食品厂区内。从1996年至
今，伴随着这声声军号，双塔食品25年奋
勇向前，从一个连续多年亏损的小厂，巨
变成为一个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生机勃勃
的大型企业集团——不仅成为全球最大
的豌豆蛋白、龙口粉丝、豌豆淀粉生产基
地，而且形成了粉丝加工、淀粉、蛋白、纤
维、食用菌等多元化发展格局，年销售收
入达20多亿元。

从濒临破产到上市
双塔食品在奋斗中蜕变

招远粉丝生产兴盛于明末清初，因其
集散于龙口港，包装物上标以“龙口粉
丝”，久而久之沿袭下来。1978年，招远市
金岭公社组建金岭农场生产龙口粉丝，再
到后来的招远龙口粉丝加工总厂、烟台金
华粉丝有限公司，这成为烟台双塔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到了1996年，公司已经连续多年亏
损，粉丝年产量依然停留在建厂初期的几
百吨。当年6月，杨君敏临危受命调任总
经理，开始书写双塔食品在奋斗中不断蜕
变的壮美诗篇。

“我来这个厂子时，厂区里到处是杂
草，牛羊到处跑。”杨君敏回忆起刚接手时
的情形苦笑道。当时，厂房设施陈旧落
后，三三两两的工人与随处放养的牛羊构
成了一幅破败萧条的景象。很多人都为
他接手这个烂摊子暗暗捏着一把汗。可
杨君敏天生就是一个不肯服输的人，他始
终相信，只要用心去做没有过不去的
火焰山。

企业发展需要人才。当时的
工厂，学历最高的高中生只有几
人，必须要注入新鲜血液。杨
君敏认为，军事化管理是一
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他把
招聘目光瞄准了退役军
人，要求必须是班长、
副班长，必须是党
员。就这样，他招
来了五六十人，
接下来进行培
训，学习技术，
建立制度。他还
在企业实行军事化
管理，除了上下班以
军号为令外，每个月都
安排员工学习雷锋、董存
瑞等英雄的事迹。20条军
规必须严格遵守，淘汰了
80%的违规员工，就连妻侄违
规，他也义无反顾地予以开除。

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
雷打不动的点名、升旗仪式，使员工的
思想得到了凝聚和升华，无形中提高了
斗志，提升了整体素质，过去宛如一盘散沙
的干群队伍在一声声“正步走”中凝聚到了
一起。军训年年都会举行，这已成为双塔
的一条铁律。

在整顿纪律的同时，杨君敏还独创了
一套“倒逼质量管理法”。按常理，粉丝质
量应该先从源头“泡豆”抓起，最后才是

“包装”，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推出了“包
装-收粉-晒粉-漏粉-推粉”的倒逼质量
管理体系。在杨君敏身上，惊人的举动不
胜枚举，感人的瞬间比比皆是。送货车来
了，他率先扛起大包豆子走进车间；外出
跑市场，他为了省钱不舍得住旅馆。

在杨君敏这只领头羊的带领下，双塔
食品从内而外发生巨变，成为一个生机勃
勃的朝阳企业。2010年企业成功在深交
所挂牌上市，开启了行业发展的新篇章。

践行“双碳”战略
打造豌豆全产业链龙头

2021年11月8日，设计规模年产万

吨高端蛋白的双塔食品豌豆精深加工综
合利用项目正式投产运行。该项目投产
后，将有力缓解双塔食品高端蛋白在市场
上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强
劲的动力。

从传统制造业起步，双塔食品高质量
发展永不止步。

受制于传统产业竞争压力的增大，和
大多数传统产业相似，双塔食品同样面临
转型的压力与挑战。

为此，双塔食品将目光放在了产业链
的深度拓展上，努力将一颗豆子吃干榨
尽，全面发力豌豆蛋白及其衍生品，成功

实现了从饲料豌豆蛋白到食用豌豆蛋白、
功能性豌豆蛋白，再到豌豆蛋白植物肉的
提档升级。

传统粉丝的生产中存在效益低、链条
短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
发展力和成长力。围绕如何解决这一瓶
颈，双塔食品着眼于废水、废渣的循环利
用，在行业内首创“1+10”全封闭循环生产
体模式，真正实现了对一颗豆子的吃干榨
尽。“1”即为原料豆子，“10”即围绕豆子生
产加工延伸出的10条产业链，具体就是
从1颗豆子“提取淀粉-粉丝加工-分离
蛋白-提取膳食纤维-白蛋白-低聚
糖-植物肉-废水沼化发电-沼气提
纯天然气-粉渣培养食用菌-菌
渣生产有机肥—沼液灌溉有机
蔬菜”。

在这一循环体系中，双
塔食品各生产环节的废
料，经过处理后，在下一
环节成功变废为宝。
而这种循环，更是一
步步将双塔食品推

向产业链的顶端。其
中，双塔食品成功研发

出了“从粉丝废水中提取
使用蛋白及其生产工艺”技

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产品
附加值大幅度提高，与中国肉类

食品研究中心联合研发的“豌豆蛋
白与纤维在肉制品中的创新应用”

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说，循
环经济体系的建成，成功实现了双塔食

品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多赢局
面。

双塔食品豌豆全产业链战略，是将一
粒豆子全程生态培育、全成分高效利用，
全程可追溯管理、全产业链系统开发。通
过全方位价值开发，充分挖掘豌豆所蕴含
的所有价值，实现生态研发、生态培育、生
态循环、生态追溯，打造绿色、健康、生态
的食品王国，做“蛋白食养生活方式创导
者”。

当前，“双碳”战略已成为新的时代主
题，双塔食品在朝着豌豆全产业链战略
蓝图不断迈进的同时，做大做强循环经
济支撑体系，全面助力国家“双碳”战略
的落实与推动，展现出行业领跑者践行

历史担当的积极一面。

打造大数据平台
实现数字化运营

优秀企业的可贵之处在于，用持续的
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企业的发展水平。更
为难得的是，作为行业头部企业，能够与
时代同步，积极追随国家战略向前推进。

近年来，双塔食品立足于食品制造业
的使命，关注食品安全、食品质量、食品成
本，为社会提供吃的安心、吃的舒心的绿
色健康无污染的食品。为此，双塔食品聚
焦数字经济，通过企业大数据建设，向信
息化软件系统建设、信息化硬件建设、数
字化与经营业务融合三个方面发力，形成
企业内部大数据的数据源，让企业的战略
发展内容得到实际的落实。

以设备管理为例，双塔食品的每台设
备，都贴有一张印有设备名称、二维码的
标签，这就是设备的“身份证”。巡检人
员、维修工通过扫描二维码，对设备的运
行、维护保养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管理。通
过对设备故障的大数据分析预警，形成了
数据驱动力，对整个维修过程进行了数字
化指导的流程作业。

经过公司高层多年对信息化、自动化
的战略引导，双塔食品通过对ERP（计划
管理）、DCS（自动化管理）、WMS（仓储管
理）、MES（生产执行管理）、EMS（能源管
理）等系统的建设，其大数据发展进入了
数据驱动业务、促增长的阶段。以智能制
造为例，公司从人、机、料、工、环、辅助服
务、安全七个方面入手，采集到设备仪表
数据、人员操作数据、智能设备反馈数据、
图像数据等，通过对数据的治理、建模、分
析，形成双塔独特的大数据平台，并针对
公司对食品制造的四个战略导向——安
全、质量、成本、环保做重点的数字化运
营。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在中国金都大地上，杨君敏带领着双塔食
品这艘巨轮，以豌豆全产业链战略为发展
核心，积极推动数字化与传统产业融合发
展，迎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浪潮行稳致
远，并描绘出更加令人期待的行业未来。

YMG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邵安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