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以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通过“互联网 + 政务服务”的方式进一步提升了申请办理进京通行证的便捷性。 但这一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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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出晚归”的外地车辆

距进京证新规实施还有三个月

“早出晚归”的京外车辆将何去何从

杨兰虎 温馨
本报记者 遆凤洲 文/图

从 1976 年的一个奶牛场发展
为现在集牧草种植、 奶牛饲养、乳
制品加工为一体的大型乳制品企
业集团公司，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古城乳业）紧盯
奶源基地、 从源头做起抓质量，精
耕区域市场、 以守为攻拓市场，实
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逐渐发展壮大。

苦练内功
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008 年，是让每一位乳业人都

刻骨铭心的一年。 那一年，“三聚氰
胺”事件之后，广大消费者对国产
奶制品信心顿失。 理性分析导致这
场“乳殇”的根本原因，古城乳业与
行业其他标杆企业一道，在有关各

方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身体力行
自觉落实主体责任，加大投入精心
打造特色一体化全产业链，特别是
在国家“粮改饲”计划、“苜蓿行动”
等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从牧草种
植开始， 大力发展自有可控奶源，
建设规模化养牛场，持续不断地升
级改造乳品加工技术装备，不断优
化、规范企业管理，大力优化产品
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健全产业链
质量安全保障系统， 在经济转型、
消费升级的大环境下，努力寻求新
的发展与突破。

在古城乳业一体化全产业链
中，各个节点环环相扣，但其中心
点最终会归集到乳品加工上来。 通
过不断改进升级， 目前的生产工
艺、 加工设备及质量管理体系，已
实现全程智能化， 年产能达到 40
万吨。 特别是去年年底投产的年产
15 万吨液态奶生产车间，除了引进
瑞典利乐、德国康美包等一系列国
际乳业顶尖生产设备，还在同行业
较早地引进了配料纠错、在线物料
添加等模块，使产品品类、质量、风
味乃至包装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
高度。

多年来，古城乳业始终致力于
苦练内功，坚持一切活动给质量管
理、品牌宣传让路的原则，深入推
进全面质量管理和品牌宣传，把品
牌、质量作为古城乳业转型升级的
关键，把品牌、质量作为古城乳业
转型的支撑，依托自身品牌影响力
和本土品牌的亲和力优势，全力打
造“三晋第一奶”品牌形象。

40 多年造就的古城品牌，40多
年不变的情感纽带，古城乳业以质量
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在确保古城
牌系列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让消
费者真正感受、分享古城牌系列产
品的“至臻品质、鲜纯体验”。

促农增收
践行社会责任

古城乳业在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方面一直走在行业前列。创办 40
多年来，古城乳业在帮扶途径和措
施上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逐
渐探索形成了“种养加全产业链发
展、引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产业
扶贫模式，通过多途径、多措施形
成的合力，让基地贫困户获得感倍
增。

对于古城乳业而言， 梦想才刚
刚起步， 他们正在精心布局新的强
企富民蓝图，从种好草、养好牛、产
好奶、 生产沼气的生态农业循环体
抓起， 把现有的“种草—养牛—产
奶—治沼—有机果蔬—放心乳品”
的产业链条延伸拓展， 逐步形成以
牧草种植、 饲料加工、 良种奶牛繁
育、全品类乳制品加工、新品研发、
质量管控、 市场服务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经营模式。 通过龙头企业的创
新带动作用，成功探索出了“公司 +
合作社（养殖园区、种草基地）+ 农
户（贫困户）”的间接带动帮扶模式，
从优化牧草种植、饲料加工、奶牛养
殖、乳制品加工、全程服务的奶业全
产业链各环节的有机结合入手，不
断强化企业全程质量管控， 带动基
地十万余农民户均年增收上万元，
成为基地农户致富奔小康的依托和
保障。

从 2016 年开始，古城乳业每年
流转农户土地自种、 合同订单种植
青贮玉米达到十万亩、 紫花苜蓿突
破一万亩。其中，种植青贮玉米较种
植籽粒玉米亩均增收 380 元， 种植
紫花苜蓿较种植籽粒玉米亩均增收
520 元， 仅此一项就带动基地 5000
余农户增收 4800 余万元，户均增收
近万元。 2018 年，古城乳业实现销
售 收 入 8.6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59%，实现利润 5700 万元。

满足高需求
打造全区域销售网络
一路走来，历经风雨。古城乳业

一直坚守、传承、创新、争先，换来了
企业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变化。今
天， 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不仅是一个
具有行业先进水平的企业典范，更
是一个具有区域销售优势的网络模
板。

古城乳业确立的“常温固市”
“低温拓展”的转型战略已经深入企
业全员内心，打造“鲜纯、近距”生活
圈，建立“关内、关外”销售网，积极
推动新开发芝士酸牛奶饮品等产品
的上市销售。以创新营销渠道、创新
营销思路为驱动、 以科技引领满足
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抓手， 聚焦
山西市场， 加快周边渠道的渗透拓
展，在商超便利店、电商平台等方面
下大力气， 同时利用自有的送奶到
户、 专营店和经销门店所组成的庞
大专属渠道， 最大限度地覆盖消费
者所能接触的渠道，着力打通“线上
线下互联互通”的最后一公里。

古城乳业， 一个区域型乳制品
代表企业，在“常温固市、低温突破”
战略布局下，山西省的 11 个地市都
是他们重点培养突破的目标市场，
坚持“鲜纯、近距”生活圈与“关内、
关外”销售网不动摇，以晋中加工基
地、雁门关大塞北奶源基地为依托，
着力构建全程可追溯、 更透明的乳
业全产业链条，满足以“千禧一代”
为主体的消费群体对产品、 消费
方式不断升级的需求， 力争在

“十三五” 期内实现年销售收入
超过 20 亿元、利税 2 亿元、带动
农户 8 万户、 受益农民 30 万人、带
动基地农民率先实现年人均纯收入
超过 2 万元的目标， 将古城乳业打
造成为用户最信赖的乳制品生产企
业。

抓质量拓市场 努力践行社会责任

山西古城乳业聚焦高品质发展

＞＞＞

本报记者 李 孟

在北京，摇不到车牌，挂一个外
地牌照满足“用车刚需”早已不是新
鲜事。但自今年 11 月 1 日起，外地牌
照车辆每年最多办理进京通行证 12
次，每次最长七天，这就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在北京常住却使用外地车
牌的车主。 现在，距离限制进京通行
证办理次数新规实施仅有三个月的
时间，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部分小
区已不再向外地牌照车主出售固定
停车位。

据了解，2018 年 6 月 15 日，北京
市交通委、市环保局、市公安交管局
联合发布《关于对部分载客汽车采取
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以下简称通
告），明确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外
省（区、市）核发号牌（含临时号牌）的
载客汽车，每辆车每年最多办理进京
通行证 12 次， 每次办理的进京通行
证有效期最长为七天。

家住北京通州漷县镇的宋先
生可以称得上公司的“考勤标兵”。
每天早上 5 点半准时出门，7 点第
一个到达公司。公司下午 5 点半下
班，但他要在公司待到晚上 8 点才
离开。 这并不是因为公司加班多、
工作任务重，宋先生之所以这么做
纯属无奈。

2010 年 12 月 23 日，北京市交
通委等十四部门出台《〈北京市小
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 实施细
则》，北京小客车正式进入“限号时
代”， 单位和个人要取得北京市小
客车指标的， 必须通过摇号方式。
宋先生虽然是北京人，但因为迟迟
未摇到车牌，便办了一张外地车牌
开车上下班。 而因为挂的是外地
牌照， 根据北京市载客汽车禁
限行规定， 工作日早晚高峰，7
时至 9 时和 17 时至 20 时，外地
号牌禁止在五环路主路、辅路及其
以内道路行驶。为了避开早晚高峰
限行时间段，宋先生只能选择“早
出晚归”。

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到， 宋先
生的公司在东四环附近， 和居
住地相距近 50 公里。这样一来，
宋先生的工作日早上五点多就要
从家里出发，晚上近十点才能回到
家。

为什么不选择公共交通呢？宋
先生表示，公共交通对他并不是一
个方便的通勤选择。因为家附近没
有通地铁，只能选择公交车，但坐
公交车通勤需要单程三个小时的
时间，每天上下班路程就要花费六
个小时。

事实上，像宋先生那样，在北

京长期工作生活但因为摇不到号
而选择上外地车牌的人并不在少
数。 2016 年以来，北京市公安交管
部门通过“互联网 + 政务服务”的
方式进一步提升了申请办理进京
通行证的便捷性。但这一便民之举
也促使办证数量迅猛增长， 截至
2018 年 6 月，日均办证数量已突破

13 万张。
越来越多的外地号牌客车长

期占用北京市道路资源和停车资
源，不仅加剧了交通拥堵、加大了
道路交通安全运行压力，还增加了
机动车尾气污染。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数
据，近年来，部分北京市常住人口

为规避小客车调控政策转而在外
省市登记上牌，月均超过 3000 辆，
严重影响了北京市机动车总量调
控政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截至
2018 年 6 月， 已有 70 万辆车辆连
续办理进京通行证长期在京使用。
在城市快速路上行驶的车辆中外
埠客车占比高达 10%。

综合考虑外地号牌车辆临时
来京办事、旅游等刚性需求和城市
综合承载力的客观约束，北京市决
定采用限制办理进京通行证次数
的方式，加强进京通行证管理。

上述通告明确， 自今年 11 月
1 日起，外省（区、市）核发号牌（含
临时号牌）的载客汽车，进入六环
路（不含）以内道路和通州区全域
范围道路（不含高速公路主路）行
驶的，须办理进京通行证。 进京通
行证应放置在车辆前风挡玻璃内
侧左下部（通过“北京交警”App 办
证的，需自行下载打印）。每辆车每
年最多办理进京通行证 12 次，每
次办理的进京通行证有效期最长
为七天。有效期届满前，车辆应驶
出上述范围。 未办理进京通行
证或进京通行证超过有效期 ，
进入上述范围道路行驶的，认定为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 的违法
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
法处罚。

“哎，我想考一个摩托车驾驶
证，看看能不能买个摩托车，骑摩
托车上班。实在不行就只能坐公交
车了。 ”宋先生说道。

相比宋先生，同样使用外地牌
照的张先生已经开始行动。张先生
告诉中国商报记者，他目前正在看
海淀区的房子，准备在公司附近租
房。“因为我住在大兴区，上班、出
门办事交通很不方便， 需要有辆
车。 但一直没摇上号，就挂了一个
外地车牌。去年限制办理进京证政
策刚出来时我还没在意， 毕竟挂
外地车牌的人也不少， 觉得总
能找到办法。 大不了每年少开
几天车，只开 84 天，剩余时间把车
停在小区里不开出来，只要不上路
就查不到。 ”

那么，把外地牌照车辆停进小
区，只要不上路，是不是就可以避
免交通部门检查呢？这条路恐怕也
行不通。 张先生告诉中国商报记
者，不久前他被告知，即便是小区

业主，也无法为挂有外地车牌的车
购买小区内的固定车位，只能停在
路边停车位。 通告还明确，未办理
进京通行证或进京通行证超过有
效期，在上述范围内支路等级以上
城市道路（即六环路以内道路和通
州区全域范围道路）停放的，根据
停放天数相应扣减当年可办理进
京通行证的天数。 这也就意味着，
即便不上路，每年他的车辆也无法
在北京停放超过 84 天。

业内人士认为，通告的实施将
在很大程度上对北京市机动车总
量的控制发挥作用，在更好维护北
京市交通秩序的同时，能够增强人
们的规则意识。

“我准备暂时搬到公司附近，
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明年开满 12
周就把车停到河北老家，以后再想
办法。这样一来虽然房租支出高了
不少，不过也省下了油钱，问题不
大。 再说，说不定没多久我就摇到
号了呢。 ”张先生说道。

通告的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北京市机动车总量的控制发挥作用，在更好维护北京市交通秩
序的同时，能够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

“我想考个摩托车驾驶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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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群

7 月 28 日，安徽经济社会发展
系列研究报告（2019）新闻发布会
在合肥召开。 此次发布的八个系列
研究报告， 基于翔实的统计数据，
立足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对
安徽省经济社会存在的热点和
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并就如
何推动安徽省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均衡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建议。

据了解，自 2006 年以来，安徽
财经大学已连续 14 年出版服务安
徽经济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 研
究报告逐步呈现系列化、品牌化与
高端化的特点，在国内和省内均获

得了广泛的认可。 此次发布的《安
徽经济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
（2019）》（以下简称报告） 是安徽
财经大学最新研究成果。报告深
入研究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围绕安徽
深入实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就如
何推动安徽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
建议。

报告显示，安徽省经济运行稳
中向好，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安徽
省经济在中部六省以及长江经济
带 11 个省市中的排名相对稳定。
其中，安徽省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
业竞争力在中部六省中一直稳定
在前三名。 在市场、科技、政府、空

间四大影响因素上，安徽省相较于
中部其他五省总体上均处于前列，
说明在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
力的四大方面安徽省都有着较好
的表现，显示出了安徽省近年经
济发展的强劲实力。但在经济运
行稳中向好发展的同时，去年安
徽省各地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皖北
地区和皖江城市带经济发展仍有
差距。

对此，报告建议，统筹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实施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区
域联动发展。 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和传统
制造业改造升级。 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发展，加快发展人工智能

产业和数字经济。
本次发布会上，安徽财经大学

党委书记、校长丁忠明表示，安徽
财经大学将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完善成果转化，不断提升决策贡献
率，增强社会影响力，为国家和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
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另据了解，本次发布的系列报
告包括《安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安徽贸易发展研究报告》《安徽财
政发展研究报告》《安徽投资发展
研究报告》《安徽劳动就业和社会
保障发展研究报告》《安徽乡村振
兴发展研究报告》《安徽养老发展
报告》《安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报
告》。

安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俯瞰山西古城乳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