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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记启用世界顶尖级设备
推行绿色生产
� � 2015 年 10 月 8 日， 李锦记
宣布， 耗时 23 个月建造的连续
蒸煮及圆盘制曲系统，于广东新
会生产基地正式落成启用。 据了
解，该系统由日本藤原酿造机械
株式会社所研发和制造，把世界
最先进的技术引进酱油生产工
艺及设施之中，进一步巩固了李
锦记在酱油业界的领先地位。

推行绿色生产

这座刚启用的厂房楼高三
层，建筑面积为 9785 平方米，配
备洗豆、泡豆、预热、连续蒸煮、
拌粉、接种、自动进料、自动出
曲、自动清洗、消毒等设备。

据了解，每个圆盘原料装量
为 76 吨，年产量为 18 万吨酱油。
设备完成并投产后，新会厂的酱
油年总产量可达 50 万吨。 这套
圆盘制曲系统由李锦记与具有
逾 80 年制造酱油酿造设备历史
的日本藤原酿造共同研发，系统
分为四部分， 包括原料预热、原
料连续蒸煮、 原料冷却接种和 4
个直径 20 米的制曲圆盘， 这是
全球第一套用黄豆、面粉为原料
生产酱油的全自动设备，能自动
调控制曲曲料的温度、 风量、湿
度，并自动进行原料进出、翻曲、
制曲后自动清洗、消毒、吹干等

流程。
透过这先进的圆盘制曲系

统，整个制曲程序均能于密封的
环境中进行，卫生可靠。 这套设
备处理能力大、精度高，黄豆连
续蒸煮设备每小时处理原料达
10 吨，整个制曲时间 40 小时。李
锦记使用这套设备后大幅提升
产品的质量及稳定性、提高原料
利用率及产能。

在引进先进系统的同时，李
锦记不忘承担社会责任，致力推
行绿色生产。 在圆盘制曲厂房内
使用地源热泵系统，利用土地因
日照产生的热源为厂房内用水
加热， 将绿色热能赋予新的使
命。 此外，李锦记引进高科技光
伏发电，利用新会充沛的日照将
光能转化为电能， 节省用电之
余，剩余电能还能为当地社区提
供电力。

除此之外，据李锦记（新会）
食品有限公司制造总监莫国栋介
绍， 李锦记新会生产基地历来注
重环保， 贯彻国家的节能减排政
策， 工厂的污水排放已达到国家
一级的排放标准； 每年都会用处
理的中水来浇地，以节约水资源。

定下新基准

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

司首席工艺师杨洁明告诉《公益
时报》， 李锦记是很负责任的一
家企业，高起点生产调味品的同
时，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 为了
中国的环保， 早在烧锅炉的时
代，李锦记就情愿承担高成本的
压力，使用清洁能源；而生产的
产品，“因为李锦记做的是全球
的生意，遵循的是全球的最高标
准”。

李锦记全球企业事务副总
裁孔君道亦表示，秉承“思利及
人”核心价值观的李锦记在做事
情时从来看长远，“很多事情的
做法就会很不一样，李锦记家族
永远是在创业而不是守业。 ”

李锦记酱料集团主席李惠
中表示，李锦记相信，只有高瞻，
才可以远瞩；故此，李锦记一直
致力于研究及开发产品，以满足
消费者不断转变的愿望和需求。

“这个全新的连续蒸煮及
圆盘制曲系统，有两个特点，其
一是曲盘面积大（直径 20 米）；
其二是这套设备不但可以生产
以原粒黄豆发酵制作的广东风
味酱油 , 还可以生产以豆粕为
原料发酵制作的日式酱油，二
者兼得，相得益彰。 突破界限，
我们再一次把李锦记酱油制作
能力提升到另一高度。 ”李惠中
说。

据了解，整个蒸煮及制曲过
程在 MMI 系统控制下电脑化全
自动运作，大大降低劳动强度及
节约人手，节省了三分之二的人
力成本，亦同时大大降低了厂房
的使用面积。MMI 控制室设有七
台计算机， 以不同画面进行运
作，当中最大计算机屏幕是 8 台
46 英寸显示屏合并而成，显示从
黄豆仓出豆至圆盘出曲的整个
生产流程。MMI 控制室将肩负监
测、控制、追踪、记录整个蒸煮及
制曲过程，并设有密码保护控制
系统安全。

凭借李锦记及藤原两家成
功的家族企业的历史、经验及对
创新的承诺，定会合力保证酱油
的质量及生产量，为业界定下一
个新基准。 这个圆盘制曲系统利
用独特及先进的发酵技术酿造
酱油，加上精心挑选的材料及传
统工艺，旨在确保产品有着可靠
的顶级质量。 据了解，李锦记及
藤原会继续紧密合作，进一步提
高酱油的生产水平，把更优质的
中国传统酱油奉献给全球喜爱
中华美食的消费者。

（徐辉）

� � 李锦记及藤原两家成功的家族企业的合作会合力保证酱油的质
量及生产量

�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俨然
成为公众生活方式一部分，作为
绿色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自行
车成为首选， 前不久一场名为
“环中国” 的公路自行车赛事就
将绿色生活的环保理念推向公
众，而一家央企则成为推动这股
环保力量的重要引擎。

2015 年 10 月 6 日上午 10
时，“2015 年第六届环中国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简称“环中国”）
武汉站的比赛在蔡甸区后官湖
打响。 22 支境内外职业车队的
132 名车手， 从后官湖畔的白莲
湖广场出发，向着风景优美的环
湖赛道狂飙 130 千米，角逐该赛
段的冠军。

在本赛段中,意大利日波·维
尼梵蒂尼洲际职业队的丹尼尔
夺得赛段冠军和赛段冲刺王两
项桂冠，并在赛后成功穿上了象
征着个人总成绩领先的黄色领
骑衫。

武汉蔡甸是继 10 月 2 日天
津首赛后，在中国境内的第 4 个
赛段， 所有赛程将历时 17 天转
战 5500 公里共 12 个赛段， 最终
在珠海收官。

作为第六届“环中国”的合
作伙伴，中国人寿集团为此次环
中赛提供全程赞助，除提供赛事
必要保障之外，还将环保与公众
参与纳入赛事， 邀请 60 名公众

代表参赛，体验专业赛道骑行刺
激，共同倡导健康生活、绿色出
行方式。

对于支持“环中国”赛事，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童煜在
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选择‘环中赛’也是选择一
种健康生活方式，作为自行车大
国的中国，践行低碳生活，倡导
绿色出行十分必要。 邀请公众参
与旨在通过参与者的亲身体验
去感染身边更多人，共同织起一
张绿色的环保大网。 ”

据悉，“环中国”作为一项高
级别自行车赛事，逐渐被公众所
熟知， 也影响着人们的出行方

式。 作为国内最大的商业保险集
团，中国人寿从 2010 年起开始支
持“环中国”，至今已持续六年。
六年间，中国人寿在北京、上海、
广州、长沙、成都等城市开展公
众骑行，倡导绿色出行，同时还
在扶贫助教、服务民生等公益事
业方面努力承担作为国有企业
的社会责任。

2007 年 6 月 16 日， 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捐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发起旨在“支持公益
慈善事业、 促进社会和谐与发
展” 的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成
为国内金融业成立的第一个非
公募基金会。

（张明敏）

2015 年 10 月 4 日晚，在
香港的苏富比拍卖会上，马云
和著名艺术家曾梵志合作的
油画《桃花源》，以 130 万元港
币起拍，经过 32 轮竞拍，历时
7 分 15 秒，被环球国际（香港）
控股集团董事长钱峰雷以
3600 万元港币拍下，加佣金达
到 4220 万元港币。 此次拍卖
所得全部款项将捐赠给桃花
源基金会，用于环境保护公益
事业。

《桃花源》是马云第一次
作油画。 据苏富比拍卖行介
绍，这幅“桃花源”油画由马云
和曾梵志于 2014 年创作。“第
一次跟梵志一起画画， 倍感荣
幸。这也是我第一次用画油画，
感觉挺好。 ”谈起这次作画的感
受时， 马云说，“我们画一个地
球，希望人们能保护地球，保护
海洋，保护空气，保护水。 ”

2013 年 5 月 10 日， 马云
辞去阿里巴巴 CEO 职务，表
示他未来将从事环保和教育
事业。 2015 年 4 月 10 日，桃花
源生态保护基金会宣布成立，
马云和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
腾出任该机构董事会联席主
席， 银泰集团创始人沈国军、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中军等国内一批知
名企业家及公益人士也积极
参与其中。 马云当时表示，取
名“桃花源”， 是希望中国 10
年、20 年之后能拥有更纯净的
水、空气、土地等。

除此之外，马云还于 2009
年加入 TNC（大自然保护协
会） 中国理事会，2010 年 4 月
16 日加入全球董事会，成为该
董事会首位中国人。

在马云的影响下，阿里巴
巴集团正在成为一家热衷于
公益事业、积极反馈社会的企
业。 公司划拨每年收益的千分
之三用于公益事业，主要用于
环境保护工作， 到 2014 年底
共投入 7726 万人民币资助 51
个环保项目（不含 TNC 海外
项目部分）。 除此之外，阿里巴
巴还通过其平台来发动全社
会做公益。 最新淘宝公益账单
显示，2014 年，2.13 亿淘宝会
员参与超 11.1 亿次的公益行
动，提供了 2.34 亿元的公益善
款。 这些善款通过超过 400 家
公益机构， 发放给最需要的
人。

（张木兰）

“环中国”武汉开赛 中国人寿相助

“环中国”赛事出发点

马云油画处女作《桃花源》
拍出 4220万港币
拍卖所得捐给桃花源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