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达变革进行时

38年前，藉藉无名，揣着地
图“闯关东”的崔俊良如今已经
是杨安镇一个响当当的存在。

地处鲁西北平原，为全国调
味品集散地的杨安镇，素有“中
国调味品第一城”之誉。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在这
片面积为89 . 96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集结着飞达、庞大、乐畅、
华畅、乐家客等大大小小调味
品加工企业213家。作为当地财
政的重要支柱产业，目前已经
形成辛香类调味品全产业链条
的该镇拥有调味品从业人员超
4万人，年销售收入已突破200
亿元，是康师傅、统一、双汇、金
锣等十几家大型方便面和肉类
加工企业最大的香辛料、调料包
供应基地。

数目众多的上述企业阵营
中，以辣椒和蔬菜种植、农副产
品深加工、出口为主导产业的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飞
达集团赫赫有名。

公开资料称，拥有“飘牌”中
国驰名商标、主营产品有辣椒
制品、香辛料、脱水蔬菜、色素、
复合调味料等的这家集团公司
成立于 2 0 0 1年，注册资本为
1 . 36亿，现有员工1200余人，
集团年生产能力达6万吨，年产
值6亿元。

现年57岁的崔俊良是这家
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
为规模，因为品牌，因为管理，因
为技术，因为人才……崔俊良掌
舵的飞达集团作为引领者存在，
并创造了一个个令行业为之惊
艳的片段：

大蒜和洋葱粉造粒等4项技
术为行业内独创，其中后者填补
了国内空白，打破了美国和加
拿大对洋葱颗粒产品的市场和
技术垄断；蔬菜热风干燥、辣椒
色素等1 2项生产工艺国内领
先，希腊黄金辣椒产品为国内
独家生产，共获4项发明专利，3
项实用新型专利和5项外观设
计专利；集团与美国、尼日利

亚、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
印度等国际品牌企业建立密切
的合作关系，并荣获康师傅“最
佳供应商”称号，并成为味好美
公司以及味之素、雀巢公司等
全球知名企业的供应商……

上述积淀下，崔俊良他们创
造了很多第一：省内第一家电子
商务交易研究所；国内第一家
大宗辣椒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国内第一家中国辣椒交易网；
山东首家辣椒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及辣椒技术研究院……

有此基础，崔俊良说，自
2003年开始，他们与农户实行订
单种植，截至目前，发展和带动
了25万亩的辣椒、蔬菜种植基
地，带动了省内外8万多农户，50
万人从事辣椒蔬菜种植，年增加
农民收入2 . 5亿多元。

不过，与杨安镇调味品行业
沉浮一样，近年来，这一身披无
数荣光的企业也遇到了发展的
瓶颈。

崔俊良坦言，尽管就今年而
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民
宅家做饭”的风潮下，企业上半
年营收同步增长近10个百分点，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其出口产业
大幅萎缩。

机遇与挑战并存下，当工业
互联网、网红经济扑面而来，崔
俊良，这个在中国调味品行业搏
击38年的山东男子陷入沉思。

几番学习考察后，一个事关
全公司的改变计划应运而生。

“改变管理方式，激发内部活
力……”他说。

于是，当被誉为“日本经营
之圣”的稻盛和夫及其“阿米巴
经营模式”进入崔俊良视野，“全
员皆为主角，依靠全体智慧和努
力来完成企业的经营目标”的思
路趋于成型，“目前，正在梳理与
执行。”崔俊良说。

对内变革。对外，崔俊良也
引入了企业的“新血液”，而随着
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瞩目于
此，一波波人才开始向飞达集团
聚集。

乐客家“突围，再突围”

飞达变革进行的同时，离此
不远，同处一镇的乐客家掌门
人王加新正在进行新一轮的

“谋局”。

在他的面前，是黄白相间的
花园式工厂安静地矗立在蔚蓝
的天际下。

工厂一侧是其斥资3000万
元建立的杨安镇调味品博物馆。

如果说，上述博物馆更多充
盈的是杨安镇调味品行业历史
的话，那么，眼前这个集调味品
作物种植、生产、加工、科研、销
售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则承载
了王加新及乐客家人的现在与
未来。

资料显示：作为山东老字号
企业，乐客家的商业版图令人吃
惊：两个工厂、京津两大办事处，
合作进驻2000多家超市，去年营
收上亿元。

版图铺衬，新冠肺炎疫情造
就的“全民做饭”的行业风口下，
中国不少调味品企业迎来市场
向好时刻，乐客家没有例外。

订单纷至沓来，销售数据急
剧攀升，“同比增两到三成……”
王加新说。

不过，数据的飘红并未让王
加新得意忘形，他深知：“学习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商场更是
如此。”

在此背景下，谋局未来成为
王加新及其乐客家的不二之择。

王加新透露，目前他们在对
传统五香调料进行转型升级的
同时，除5月份与哈工大威海分
校签订战略合作外，他们也围
绕“药食同源”等课题，与齐鲁
工业大学一起，成立研究生工
作站等。

这边校企合作稳步推进，那
边市场的开拓也如火如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获
悉，目前在乐客家，除王加新及
其团队不遗余力地拓展线下渠
道外，线上销售也成为其未来努
力的重要方向。

王加新认为，时代大潮的冲
刷下，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的增
加，仍未彻底消弭的疫情，仍在
影响并改变着这个世界，“如生
活方式，消费习惯等等，这是趋
势，作为企业经营者，除了适应
它，我们别无他法。”

适应大潮下，王加新他们努
力向前。

就线上销售而言，除与传统
的互联网巨头合作外，他们也将
目光锁定网红经济中的网红带
货环节。

“未来，我们将根据自己的

产品定位，有目的地选择一两家
MCN机构进行合作……”王加
新说。

线上突围，线下就2020年第
五届中国(乐陵)调味品产业博
览会而言，王加新他们也在努力
备课。

“味博会是全国调味品产业
发展交流的重要平台，对于如此
重要的盛会，从来不会缺席的乐
客家届时将大放异彩。”王加新
这样表示。

上述观点被乐陵官方佐证。
数据显示：今年，当地味博会设
置展会面积2万平方米，规划展
位600余个，届时包括乐客家在
内的山东省调味品协会120家会
员单位将汇聚于此，围绕调味品
产业的新趋势、新技术、新模式
展开深入探讨与研究。

“触顶”神厨加持“新
科技”

崔俊良、王加新所处企业今
年销售数据的“飘红”现象并未
在神厨出现。

神厨全名为“山东神厨调味
食品有限公司”，位于乐陵市杨
安镇调味品产业园,是一家集调
料批发、调味品深加工及高档方
便面调味食品、各种肉酱、辣椒
酱生产的中、小型企业。

于2000年正式成立投产的
这家公司，占地10000平方米，拥
有员工百余人，年生产调味品千
余吨，产值2000余万元。

与杨安镇为数不少的调味
品企业一样，主要生产各类餐饮
调味品、家庭装调味品、礼盒装
多味酱等神厨系列产品，在全国
20多个省、市，100多个地区拥有
长期合作伙伴，近百种“神厨”品
牌调味品远销欧、美、日、韩、澳
及东南亚等地区。

不过，与乐客家主攻商超不
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餐饮
企业”在神厨的商业版图上占据
重要席位。

然而，这个2020，当疫情阴
影笼罩世间，当数目众多的餐饮
企业遭遇经营难关，以此为主打
市场的神厨也遭遇销售数据的

“滑铁卢”。
尽管采访中，其负责人刘耀

德并未给出具体数据，但“影响
很大”却是不争事实。

逆境之下，当如何突围成为
摆在神厨面前的首要问题，刘耀
德陷入一场焦灼。

但短暂的焦灼后，长达30余
年的调味品市场搏击经验让他
迅速振作企业，并围绕其企业产
品展开分析，“哪些适合家庭，哪
些适合触网……”他说。

由此分析，作为生产供应
商，联手互联网，围绕黑胡椒酱
等产品进行高度触网的思路迅
速制定，并快速实施。

上述行动下，以神厨黑胡椒
酱为例，其销售位列同类产品全
网第一名。

不过，刘耀德并不满足这
些。

此前主攻餐饮企业的实战
经验铺垫下，如何借高科技、智
能化大势来重新赢得市场，同样
成为他及其高管团队思考的重
要问题。

四处奔走与考察中，深圳一
家投资数千万，历时4年研发的

“烹饪机器人”进入刘耀德他们
的眼睛。

据介绍，这款机器人通过
“烹饪机器人+复合调味料+烹饪
标准化SOP”体系实现中餐中
的“八大菜系”“东西南北中味
道细分”、“煎烤烹炸”等烹饪功
能，进而还原中餐“名厨名菜”
的“色香味”。

这对力图实现“千店一味”，
同时有面临人力成本大幅增长、
人员流动性强以及管理水平参
差不齐的餐饮连锁企业以及单
位、学校公共食堂来说，无疑是
一福音。

“这或将是中国餐饮行业的
一场革命。”山东餐饮人士张明
表示。

革命袭来，资本、技术以及
神厨调味品巨头等三方的通力
合作下，当这一综合各方优势、
具备“一键启动”和“互联网云菜
单”等功能，真正符合“数字化”、

“智能化”的餐饮行业创新在河
北邢台、德州乐陵等地相继完成
实际订单，“智兴杨安”也有了新
的支撑案例。

案例仍在增加，搅动着中国
的调味品市场。

“前景可以预期，我们充满
信心。”刘耀德说完望了望远方。

在他身后，是镇，更像城的
杨安镇，在鲁北平原的辽阔中静
守，此时为2020年的这个夏秋。

味都杨安：
“中国调味品第一镇”的三个非典型片段

9月12日，一场事关中国调味品产
业发展的盛会将在山东德州乐陵市杨
安镇如期上演。

盛会即将来袭，搅动着这片面积为
89 . 96平方公里的土地。

对于崔俊良、王加新以及刘耀德来
说，这是一场事关企业、产业、行业发展
未来的风云际会。

上述三人分别为山东飞达集团有
限公司、山东乐家客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以及山东神厨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在他们看来，尽管这场盛会每年
一次在当地召开，但与往年相比，本次
盛会终将有所不同。

“不同”已经在现实中反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实际调查，试

图通过该镇三个企业非典型片段的截
取，以向外界传递后疫情时代，当地龙
头企业掌舵者们的思考与选择。

采访中，这些企业的负责人把杨安
镇的历史截然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是一部“三部曲”，就像从紧急出
口进入杨安镇生活一样，目前，他们处
于第二部的尾部，即要站在“现在”收尾
位置上，回望、审视杨安镇过去和未来。

往事浮沉，勾勒出一个区域商业的
变迁；未来已来，“崔俊良们”说，他们已
经做出了选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冯冬宁
通讯员 贾鹏 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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