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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庞彩霞

魏立华魏立华：：

让 孩 子 们 喝 上 好 奶 粉让 孩 子 们 喝 上 好 奶 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红洲

人物小传：

魏立华，1995 年从河北农业厅辞职下海，现任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评 CCTV 年度

三农人物。作为目前河北最大乳品企业的掌舵者，魏立华在三鹿事件后迎难而上，致力于“让每一个

中国孩子都能喝上世界顶级的好奶粉”。

在国产奶粉行业，君乐宝似乎有些
“另类”。这个 2014 年才入行的奶粉新
兵，甫一上市就宣布要做“低价格的好
奶粉”，并亮出大幅低于同类产品的价
格，曾一度被视为行业“搅局者”。

时过 3 年，在市场低迷的国产奶粉
行业，君乐宝奶粉一路逆势上行，吸引
了不少年轻妈妈们“黑转粉”“路转
粉”。

随着君乐宝奶粉的抢眼表现和快速
成长，作为幕后掌舵者，君乐宝乳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魏立华也愈加倍受关注。
许多人都想知道，这个不走寻常路、不
按常理出牌的乳企老总，究竟想要做
什么？

“在我们奶粉工厂有一段标语：让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能喝上世界顶级的好
奶粉。有人说，这句话是不是说大了、
说过了。我说不大。这就是我要做的，
是 我 的 梦 想 ， 更 是 我 们 的 责 任 和 使
命。”面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
者，魏立华淡定而坚定地说。

勇担当
要给中国消费者一个交代

魏立华是乳业老兵。1995 年，从
河北农业厅辞职下海的魏立华以三间小

平房、一台酸奶机、两台人力三轮车起
家，创立了君乐宝乳业。到 2013 年，
君乐宝已经成长为河北最大乳制品企
业，尤其在酸奶市场占据重要位置，拥
有 10 余家生产工厂、6000 余名员工，
年营业收入近40亿元。

可 就 在 企 业 做 得 顺 风 顺 水 之
时，魏立华决定要进入从未涉足的

奶粉领域。这个想法源自一次出
国经历。

2013 年，魏立华到德国参
加一个包装展会，同行的中国
人下飞机后，不约而同地奔向
药店，一箱一箱地买婴儿奶
粉 ， 直 到 德 国 售 货 员 连 喊

“No，No，No”。这让魏立华
感到非常难受和内疚，整整15天

的展会，他没好意思拿出自己的名
片，没好意思说自己是乳业从业者。

“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到海外代
购奶粉、抢购奶粉，深深地刺痛了
我们每一位乳业人的心。”魏立华当

时就下定决心，君乐宝一定要做奶
粉，一定要把中国奶粉做好，再也不能
让国人不远万里去背奶粉。

但魏立华的想法遭到了企业同事、
行业专家乃至咨询公司的一致反对：生
产奶粉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在河北石家
庄；如果非在石家庄生产，也绝对不能
用君乐宝品牌。

他们的理由也非常充分：奶粉产销
量曾连续 15 年稳居国内首位、曾是全
国最大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地的河北，在
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后，奶粉生产
清空至零。

“同事和专家们的担心我能理解，
怕尚存的阴影砸了君乐宝 20 年的牌
子。”可魏立华却执拗地认为，如果不
在河北，不在石家庄，君乐宝开辟奶粉
生产就没有意义。

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一个奶粉企
业品牌的倒下，正是因为亲历了河北
乳业的起伏，魏立华说，“没有谁会比
我们的体会更深刻，我们需要给国产
奶粉一个交代，需要给中国消费者一
个交代”。

魏立华说，“河北乳业必须得有在
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站起来的勇气，君乐
宝作为目前河北最大的乳品企业，必须
要有所担当。我们就是要破釜沉舟，时
时刻刻警醒自己——生产最安全最放心
的好奶粉”。

重品质
避免因疏忽出现漏网之鱼

做世界顶级的好奶粉，是君乐宝的
目标。那怎么才能实现呢？

对于这个问题，魏立华反复思考，
带领团队无数次讨论，思路逐步清晰，
最终形成了被业内人士总结为“高效的
世界级优质奶粉公式”：从源头做起，
自建现代化牧场，用优于欧盟标准的原
奶生产婴幼儿奶粉；优选爱尔兰凯瑞等
供应商，用优质原辅料做好奶粉；建设
世界级奶粉工厂，确保婴幼儿奶粉品质
安全；采用国际通用的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产品品质全面接轨国际。

“品质制胜是中国乳企迎接国内外
全面挑战的必由之路。尽管我们起步
晚，但必须高起点，必须放眼全球，对
标国际，拿来最先进的行业技术为我所
用，用最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魏
立华说。

到过君乐宝奶粉工厂的参观者，普
遍感觉到像是乳业行业的先进技术和设
备制造展览会。魏立华告诉记者，“我
们整合了来自德国、丹麦、澳大利亚等
10 余个国家、30 多家供应商的设备和
技术，应用了20多项专利”。

不仅如此，君乐宝还建立了企业自
检、行业检验、国家抽检、国际权威第
三方检测的“四重检验”模式。“检验
涵盖了饲料、原奶、原材料、半成品、
出厂等整个流程，目的就是不让任何一
罐奶粉因环节疏忽而成漏网之鱼。”魏
立华说。

对此，中国奶业协会会长高鸿宾非
常兴奋，他对魏立华说，“你们将婴幼
儿奶粉从信心洼地变成品质高地，证明
了中国有能力生产出国际一流水准的好
奶粉”。

此刻的魏立华，内心无比欣慰，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值了”。

敢破局
倒逼奶粉行业优质优价

好奶粉得卖多少钱一罐？2014 年 4
月 12 日，君乐宝婴幼儿奶粉正式上
市，魏立华给了业界和中国妈妈们一个
大大的“意外”：900 克一罐售价 130
元，几乎腰斩国内奶粉市场同类产品
价格。

由此，魏立华陷入非议，被业内视
为“价格杀手”和“搅局者”。那魏立
华为何要如此定价？

“中国奶粉太贵了，中国消费者太
冤了。”这是作了多国多次市场调研
后，魏立华得出的结论。

多年来，中国奶粉价格大大高于国
际平均水准。同一品牌、同等重量的一
罐婴幼儿奶粉，国外的价格基本相当于
80元到150元人民币，但在中国至少要
250 元以上，部分高端产品售价甚至逼
近 500 元。“同粉不同价”的现象，让
婴幼儿奶粉在中国奶爸奶妈们面前变成
了高端奢侈品。

“高价格、高利润、高费用的‘三
高洋奶粉’，以及‘高价格才是高品
质’的逻辑，我不认同。国外奶粉也无
高端低端之分，只不过针对特殊婴幼儿
人群会有些特殊配方，但价格也不会像
中国市场那样，号称添加了某个物质，
价格就大涨。”中国奶粉市场的价格虚
高和各种乱象，在魏立华看来，不合理
也不厚道，奶粉就是孩子的口粮，它不
是奢侈品，凭什么卖那么贵？

“我不是要搅局，而是希望我们的
奶粉价格能够合理回归。优质优价，要
让普通的中国宝宝都能喝得上。”魏立
华说，抓住互联网机遇，君乐宝开展渠
道革新，消除中间层层环节。“优质优
价”策略让君乐宝奶粉逐步赢得了消费
者信赖，在“双 11”、“6·18”等电商
活动中销量力压洋奶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君乐宝的带
动下，众多知名奶粉企业纷纷跟进推出
百元奶粉产品，“优质优价新阵营”力
量持续壮大，倒逼奶粉全行业降价，逐
步回归理性与公平。

基于君乐宝为奶粉行业带来的积极
影响，魏立华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
定，被誉为敢于打破行业迷局的“破局
者”、中国奶粉优质优价的引领者。

“其实，对我而言，无论搅局者还
是破局者，都不重要。”在他看来，提
升国产奶粉的声誉、提振国内消费者信
心，依然任重道远。因此 3 年来君乐宝
坚持开放牧场、开放工厂，让百万消费
者了解和体验从奶牛养殖到奶粉生产的
全过程。

“我们将用真诚和消费者持续不断
地沟通，用世界级的品质自信，唤起消
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任。我将为此不懈
努力。”魏立华说。

装卸工长
有一套

“张开你们的‘血喷大口’，
对准患者的‘樱桃小嘴’吹进
去。”见到徐暐杰时，他正在免
费培训初级急救员。近百名学员
的面前都摆放着人体模型，学员
跟着徐暐杰的节奏有条不紊却迅
速地做着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

“发生意外的时候，能伸手帮
助到你的人就是你的身边人。我
们的希望是让倒下的人有人扶、
懂得扶、正确扶和敢去扶。”徐暐
杰的团队会定期培训心肺复苏、
包扎、止血等急救项目，截至去年
底已培训数万名合格的急救员。

徐暐杰平时的身份是广州市
越秀区大东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门诊医师，到了周末，他就会把
平日的白大褂换成“岭南医疗辅
助队”的制服，变身志愿者培养初
级急救员，普及急救知识。从事
志愿服务17年来，徐暐杰多次被
评为志愿服务先进个人：2009
年，被广东省团委评为广东省五
星志愿者；2013 年获得“广州好
人”称号；2015年被评为广东“助
人为乐好人”。

谈起与公益的结缘，还得从徐暐杰的大学时代说
起。1999 年 9 月份，刚进入大学的徐暐杰和几个同学
定期去探访一些孤寡老人，帮他们打扫卫生，陪他们聊
天。毕业后，徐暐杰尝试用学到的医学知识去做更专业
的公益服务。

2008 年汶川地震，作为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医疗
服务总队副队长的徐暐杰，灾后第三天便赶赴灾区，成
为首批赴四川抗震救灾医疗救护队的志愿者之一。在
10天的救援工作中，徐暐杰和17名队员走了灾区10多
个乡镇，紧急出诊达 300 多次，为 5000 余名灾区群众
和解放军官兵提供医疗服务。

汶川归来，徐暐杰成为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医疗服
务总队总队长。在他的带领下，团队由原来的数十人增
至400余人。2014年，越秀区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志愿服务工作室——“徐暐杰志愿服务工作室”，次年正
式注册为民办非企业机构“暐杰志愿服务工作中心”。

“目前中心有 300 多名成员，其中过半人员都接受
过多次专业的医疗急救技能培训，还有部分志愿者是来
自医院的专业医生。”徐暐杰说：“志愿服务一定要专
业，我们的目标是发挥更大作用，培育出一支能够到救
护车上参与抢救的志愿服务队伍。”

什么是文化？学术界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在辽
宁沈阳体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鉴君看来，文化
的关键是“三个一”：一群人；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和发展；
一种生活习惯。

在此基础上，与科技深度融合，文化会是什么效果？
走进沈阳体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进的影视技术让人
叹服，这便是刘鉴君与其研发团队从事的事业。

刘鉴君曾在中央美术学院和张俊教授共同研究 4D
平面雕塑艺术。后来，刘鉴君把主攻事业放在了研发立
体视觉的深度影像技术上。比如在1998年，刘鉴君将电
影《泰坦尼克号》制成3D版本，并成功地完成了其中的一
个3D片段，这比美国3D版《泰坦尼克号》早了14年。

2006年，他回家乡沈阳创办了体验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成为研究深度影像再现技术，空间复现平面信息的

“主战场”。他认为，在信息大爆炸时代，信息传播的精确
度在现有技术加工之后是不断降低的，可能是视觉上的、
体感上的，也可能是嗅觉上的。“但体验技术可以真实地
还原物体的本质，在传递真实信息的同时，还能给人们带
来真实的情感享受。”刘鉴君大胆提出，“再造一个逼真、
虚拟的体验世界”。

“成立刚10年的公司、不到200人的团队，能有这样
的实力？”这或许是很多人的疑问。但资料显示，该团队
取得的成果并不简单：2010年，分别为苏州、上海世博会
等完成了城市影院的建设工作，受邀为沈阳城市规划馆
搭建4D巨幕影院；2011年，成功建设了无镜立体影院系
统技术；2012年，成功开发立体平板电脑。

这更加坚定了刘鉴君的想法，将科技应用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当初进入这个领域就是出于个人兴趣，也没
太多其他想法。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温暖、独特的文化体
验以及震撼的视觉效果。”刘鉴君说。

沈阳体验

科技董事长刘

鉴君（右）和同

事一起审看设

计图稿。

（资料图片）

范孟华是北京铁路局工电大修段钢轨焊接车间装卸
一班工长，他所在团队承担着500 米长钢轨焊接生产线的
第一道工序。在旁人看来，光是把 7 根每根 100 米长的六
七吨重的钢轨同时吊运到指定地点就够让人头疼的，更何
况还要求码放整齐。但是，范孟华与班组职工不仅达到了
标准，而且把钢轨垛码得像一个个整齐的建筑物。

工作 30 年来，范孟华先后在司索工、熔接工、吊车司
机、副工长、工长等关键岗位任职，练就了一身业务上的硬
功夫。装卸一班工作环境相对特殊，4台32吨独立吊车组
成的装卸百米钢轨的组吊，属于特种设备中的特殊设备，

安全是日常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根据多年工作经验，他结
合实际创立了“范孟华安全工作法”，实现“班前九查，班中
四控，班后一巡”，有效保证了安全生产。

范孟华一直恪守着“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的人生
格言，不仅苦干，他还喜欢钻研创新，不仅降低了设备故障
率，也为作业人员安全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他先后荣获了

“北京市劳模”“北京铁路局先进生产者”“优秀共产党员”
“安全标兵”等荣誉，在他的带领下，装卸一班多次获得北
京铁路局“先进班组”、“工人先锋号”等称号。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① 范孟华的班组同事在工作中，他们码出的钢轨整齐地排列在身后。

② 范孟华在工区巡视，他长期坚持的“班前九查，班中四控，班后一巡”

有效保证了班组的安全生产。

③ 在开工之前，范孟华（中）把班组成员召集在一起强调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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