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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寿寿花花

金金胚胚玉玉米米油油
玉米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在山

东省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依托
我省玉米种植规模大、综合技术强的资源优势，
山东三星集团已成为国内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专业
研发生产玉米油的企业。一桶5L的长寿花金胚
玉米油大约需要80万个优质的玉米胚芽，因而素
有“九颗金胚芽，一滴长寿花”之称。本期齐鲁

粮油好物推荐，鲁果果将带我们走进山
东三星集团，开启长寿花金胚玉米油的
健康之旅。

网友“玉米粒儿”：长寿花金胚玉米油，
听名字就感觉很健康，那它和普通的食用油相
比，有什么特色呢？

鲁果果：长寿花金胚玉米油非转基因、物
理压榨、营养丰富，是玉米油行业唯一经国家认
证的“绿色食品”。

首先，好原料才有好产品。长寿花金胚玉米
油通过“四感三检”严格的检验方法和检测手段，
精选世界三大黄金玉米生产带上的我国东北、内蒙
古等黄金玉米主产区的“金胚胚芽”为原料，经
“金胚”12道核心工艺专利技术物理压榨而成。

其次，营养健康易吸收。金胚玉米油中富
含的植物甾醇(800mg/100g)及不饱和脂肪酸(亚油
酸50%以上)能很好地辅助降低血脂、降低胆固
醇，有改善心脑血管的作用。

再次，金胚玉米油清香不油腻，健康又低
脂。玉米油的烟点达到230多度，远高于花
生、大豆油的烟点，炒菜不易产生油烟，厨房
环境更健康干净。

网友“不油腻大叔”：营养真高！可以给
我们介绍一下长寿花金胚玉米油的生产工艺吗？

鲁果果：金胚12道，道道真品质。“金胚12
道工艺专利”是长寿花独立研创的国家发明专
利，从非转基因原料、胚芽智能净选、适温压
榨、适度精炼、适温脱色、常温连续脱蜡、全程
密闭充氮保护、自动化封闭灌装、保留原生营
养、植物甾醇含量≥800毫克、亚油酸≥50毫
克、全程在线智能监测等方面严格把控，保证金
胚玉米油的高端品质和与众不同的营养特性。

山东三星集团采用世界先进的现代化、全
自动化设备，从原料压榨到灌装成品全程无缝连
接，食用油全部密闭传输，实现科学化、智能
化、全自动化连续生产灌装。

除此之外，山东三星集团还有着国家级实
验室、技术中心，是国家玉米油产业研发基地、
玉米油系列国家标准制修订基地。全程生产监控
检验，保证每一滴油的优异品质。

网友“今天我更瘦了吗”：好原料+好技
术，造就长寿花好油！那长寿花金胚玉米油的食
用常识可以分享一下吗？

鲁果果：传播好粮好油是鲁果果的使命，
这里有金胚玉米油的食用小常识和大家分享哦。

口服：早餐每天空腹口服10克，补充亚油酸
及植物甾醇营养，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凉拌：夏季凉拌菜食用比较多，玉米油清
香不油腻，更适合凉拌菜及沙拉使用。

烹饪：各类菜肴都可烹饪炒制。玉米油清
香不上火不油腻，既能保持菜品原有的色香味，
又不损失营养价值。

油炸：高温时也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油
炸食品色泽金黄、香脆可口、健康美味。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长寿花金胚
玉米油也是航天人员的日常健康用油。未来几
年，山东三星集团将牢牢把握山东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打造“齐鲁粮油”公共品牌这一机遇，依
托“好粮有网”智慧交易平台拓展互联网营销渠
道，让万千家庭吃上和航天人一样的好油。买好
粮好油，上“好粮有网”哦！

隔张达 于鹏

2018年，《关于推进山东粮油品牌建
设的实施意见》出台，“齐鲁粮油”公共
品牌1 . 0时代正式开启。3年来，“齐鲁粮
油”公共品牌凝聚山东粮油企业优势资
源，以粮食安全为先，以品质提升为本，
打造产品体系，构建行业标准，品牌从无
到有，由小做大，荣获“中国粮油影响力
公共品牌”。

2020年是“齐鲁粮油”公共品牌迭代
升级年。在助力“山东味道”广泛传播的
同时，“齐鲁粮油”正积极探索品牌模式
的创新升级，向“公共品牌2 . 0”持续发
力。

外脑助力

品牌打造迎来专家智囊

6月30日，大众日报与山东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携手智库专家，共同成立齐鲁粮
油品牌研究院，以智力助力“齐鲁粮油”
品牌建设。

研究院梳理整合了省内外相关领域的权
威专家学者资源，组成了齐鲁粮油品牌研究
院专家团队，首批13位专家入库。从8月4日
起，研究院组织开展为期3个月的“云课
堂”线上培训，来自全省16市粮食行业的代
表在线听取专家学者带来的前沿知识讲座，
并围绕企业需求展开热烈交流。

多位粮油企业负责人表示，“云课
堂”的内容观点新颖，专业性、时代性和
应用性都很强，对粮食行业持续高质量发
展和粮油区域公共品牌的打造意义重大。
“成立研究院的目的就是搭建‘齐鲁粮
油’品牌的理论研讨平台，借助新闻媒体
和智库专家力量，增强粮食企业品牌意
识，促进山东粮油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李伟说。

依托品牌研究院专业的研究力量和数据
库优势，借助大众报业集团的媒体资源，
“齐鲁粮油”品牌建设进入加速模式。

平台发力

粮食产业装上“智慧大脑”

近年来，山东以“齐鲁粮油”品牌建
设为契机，积极寻求粮食行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探索建立产业互联网，将信息化、
数字化技术与粮食的“产、购、储、加、
销”深度融合，推动粮食产业经济由“最
大”向“更强”转变。

去年3月，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
合阿里巴巴共建粮食和储备智慧大脑，打
造“好粮有网”智慧交易平台。平台已入
驻企业近328家，发布产品4311款，先后为

2019年第二届全国粮食交易大会和第二届
全省粮食产业博览会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
展示展销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好
粮有网”发起“齐鲁粮油”超低价专供湖
北活动，开办“战疫粮油一元店”进行线
上精准捐赠，用1吨1元钱的价格，累计发
往湖北近5万公斤优质粮油。

今年7月，“齐鲁粮油”旗下8家企业、
60款精选产品进驻青岛盒马鲜生6家门店。由
国内新零售行业第一的云计算公司阿里云为
粮油产品快速导流，将阿里巴巴数字经济体
的综合能力融入山东粮食产业的流通环节，
“齐鲁粮油”搭上“新零售”顺风车。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在大力推进。企
业收购需求在线发布，货主网上响应并预
约售粮，司机仅凭手机二维码就可到厂完

成登记、质检、卸车等各个流程……4月下
旬，山东首个粮油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在
德州发达面粉集团启动。在原粮收购智能
模块的助力下，每个月可完成原粮交易约5
万吨，运输近3000车次，采购交易额超1亿
元，成为全省粮食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品
牌价值释放的新样板。

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划财务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再选定多家粮
油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打通“生产
端”到“消费端”信息流，实现供应链的
全局优化和高效协同。

区域聚力

“齐鲁粮油”做好“1+N”文章

随着“齐鲁粮油”公共品牌建设的逐
步深入，省内各地也纷纷驶入区域品牌打
造的“快车道”。

去年底，滨州发布了全省第一个市级
区域公共品牌——— 粮油金三角。今年，由
滨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要领导代言的
直播，在线人数、商品点击、互动评论均
创滨州电视台直播活动之最，粮油产品在
直播间一经上架几秒内便被抢购一空。

在威海，花饽饽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元
素，也是价值不菲的文化招牌。经过多年的
探索和深入调研，威海市已确定在“齐鲁粮
油”公共品牌框架下，以胶东花饽饽饮食文
化为基础，以地域文化传承和非遗、地理商
标申报为依托，通过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着力打造“威海花饽饽”公共品牌。

“对山东来说，区域公共品牌发展的
道路才刚刚开始。滨州和威海对于当地粮
油区域公共品牌的发展也都有着清晰而合
理的规划，省局将全力支持。下一步我们
要重点打造‘齐鲁粮油’品牌升级版，把
‘齐鲁粮油’品牌打造成全国粮油产业亮
丽的‘黄金名片’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
‘鲜活样板’。”李伟表示。

品牌建设迭代升级

“齐鲁粮油”开启2 . 0时代

隔张达

“平时不容易见到的专家，在‘齐鲁
粮油’品牌研究院组织的云课堂上竟然能
实时交流互动。业界权威把最前沿、最急
需的知识用线上授课的形式送到跟前，还
能跟全省粮食行业的代表轻松交流，非常
棒！”8月，“齐鲁粮油”品牌研究院云课
堂拉开帷幕。来自全省粮油行业的代表云
端相聚共话粮缘，来自国内学术、经济、
文化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产业资讯、
品牌建设、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主题授
课，形式新颖，切中企业需求。

理思路

线上搭起实务研讨平台

6月30日，由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联合大众日报共同成立的齐鲁粮油品牌研
究院在济南揭牌。这是全国粮食行业首家
品牌研究院。聚焦山东粮油产业发展的热
点、难点，助力品牌建设，云课堂就是品
牌研究院发挥智库作用的举措之一。截至
目前，“齐鲁粮油”品牌研究院云课堂开
班3次。第一期课程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
究院产业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王玉荣围绕
“产业互联网趋势洞察与案例实践”作了
内容分享。随后的两次在线课堂上，来自
元一智库农研中心的铁丁及合效策划的创
始人韩亮分别以“粮油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五大法则及实践”与“系统营销，12345让
品牌升级”为主题，为学员作了深入浅出
的分析与案例讲解。课程一经上线，就吸
引了16市超千人在线交流。

“企业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知识，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云课堂培训对
我们来说简直是一场及时雨，希望以后不仅
能在线上听到专家的授课，还能邀请专家亲
自到我们企业实地指导。”山东玉皇粮油食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琥感叹。山东齐鲁粮
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琦新也对云课堂给出了
高度评价：“云课堂的学习是企业发展的必
要课程，资源丰富且具有针对性。三期课程
让我收获很多，特别是对品牌建设和宣传有
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系统化的认识，这种形
式同时也解决了企业培训欠缺的难题，全面
提升了培训效率。”

不只是粮油企业，粮食主管部门也收
获颇丰。滨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
责人认为，云课堂三期授课内容理论联系
实际能力强，对粮食行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粮油区域公共品
牌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据了解，10月底前云课堂将利用每周
一期的线上课堂，邀请经济界、文化界、
传媒界的精英，聚焦全省粮食行业面临的
热点和难点，搭建“齐鲁粮油”品牌建设
的理论与实务研讨平台。

破难题

专家献策助力品牌打造

山东是粮食生产、流通和加工转化大
省，产业发展强劲，产品质量过硬，但品
牌建设一直是山东粮油产业发展的薄弱环
节。

“齐鲁粮油”品牌建设工作于2018年
启动以来，为全省粮油企业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全国粮食行业首家品
牌研究院，“齐鲁粮油”品牌研究院自成
立之初就确立了“以智力助力品牌建设，
促进山东粮油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云课堂的开展，充分调动了
品牌研究院的智库力量，用“云端共话”
的形式为全省粮油企业的发展摁下“加速
键”。

围绕山东粮油产业发展和“齐鲁粮
油”公共品牌打造，云课堂的专家纷纷献
计献策，提出了各自的见解。铁丁建议，
“齐鲁粮油”品牌建设应当立足山东省粮
食产业现状，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抓
住政策和市场两个机制，从历史人文、绿
色生态、品质美味3个方面进行产品推广策
略的研究。“尤其是要强化对‘粮食主产
区’概念的宣传，帮助企业在产品品牌建
设过程中增强地域背书，真正将山东的地
域特色推广出去。”铁丁说。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辛杰表示，
“齐鲁粮油”品牌建设需要重点解决品牌
定位不聚焦、品牌形象不够时尚化和年轻
化、品牌传播形式不够丰富等问题。下一
步，辛杰将在云课堂上重点围绕“品牌定
位与品牌管理”进行内容分享。

聚群力

16市共话品牌故事

科学规划“齐鲁粮油”品牌建设路
径，着力打造粮油企业品牌特色优势，提
升粮油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
是“齐鲁粮油”品牌研究院开展的云课堂
线上培训活动的初衷。过去只能在线下通

过驱车千里实现的对话交流、教学相长，
如今在云课堂上突破了时空局限。

前不久，“齐鲁粮油”公共品牌队伍
再添新成员——— 齐河县启动了“齐河好粮
油”公共品牌建设工作。围绕齐河县粮油
产品的地域特色和独有优势，重点打造一
批优质产品和品牌，提升齐河粮油品牌的
知名度和附加值。齐河县粮食安全保障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当下我们正在打造
‘齐河好粮油’公共品牌，云课堂的开展
帮我们厘清了发展思路，明确了发展方
向，让我们对‘齐河好粮油’品牌的打造
信心更足了。”

滨州市在“中国好粮油”“齐鲁粮
油”品牌引领下，打造了全省第一个市级
粮油区域公共品牌“粮油金三角”。滨州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结合云课堂提供的智库力量，围绕滨州
粮油企业发展实际，我们将进一步发挥政
府引导作用，开展招商合作，加大宣传营
销力度，深化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链
上拓下延，持续推进区域公共品牌建设，
讲好‘滨州粮油品牌故事’。”

下一步，云课堂将继续沿着“齐鲁粮
油”公共品牌的实施路径，围绕全省粮油产
业发展以及品牌打造的热点、难点问题，面
向粮油相关企业推出产品研发、品牌传播、
市场拓展、企业培训等相关课程。“希望通
过云课堂的开展，帮助粮油企业进一步加深
对品牌打造与市场形势的认识，为‘齐鲁粮
油’品牌战略的实施当好参谋，更好地助推
粮油企业做大做强，推动山东粮油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云端送来“及时雨”，品牌建设跑出“加速度”

阁金浩面业研发人员向媒体团介绍研发的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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