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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品质】
“纵横结合”的质量控制系统

对于食品质量、 安全问题， 颜志荣认
为，食品生产各环节质量管理脱节，以及企
业间恶性竞争，是食品行业安全事故频发的
主因。

而纽崔莱“纵横结合”的质量控制系统，
是其质量、安全管理的法宝。

颜志荣表示，在“纵向”整合方面，纽崔
莱依托自有的有机农场，开展“从种子到成
品”的全程质量管控。 有效涵盖了从植物的
种子选育、有机种植、采收加工，到产品研
发、生产，甚至销售、售后服务等整个生产经
营链条。

同时，对于因土壤和气候条件限制而不
能在自有的有机农场生产的核心植物原料，
安利通过纽崔莱农场认证计划甄选合格的
加盟农场，协助提供合乎纽崔莱品质要求的

植物原料。
在“横向”整合方面，纽崔莱依托其质量

至上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坚持严于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企业内部标准，精挑细选供
应商，从源头控制原料质量。

“纽崔莱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所有产品
均生产于广州生产基地，不存在代工问题，”
颜志荣介绍，内部“纵向”整合与全球“横向”
整合的统一，从战略和机制层面保证了纽崔
莱产品“自然的精华，科学的精粹”的定位和
追求。

【注重研发】
高投入支撑产品高科技

对于目前普遍存在的保健品行业信任
危机问题，颜志荣认为，“重行销，轻研发”是
问题的症结。 夸大宣传，没有科学的功效证
明，缺乏科研支撑，使得很多保健品不能取

信消费者，市场表现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在这方面， 安利纽崔莱有其显著的优

势。据不完全统计，纽崔莱在 7 个国家建立
了超过 32 个研究点， 已累计进行了超过
65 项人体研究，包括 58 项介入研究和 7 项
营养及健康评估； 拥有 190 项获批和待批
专利、200 多篇科学报告，以及 90 份科学出
版物。

截至目前，安利纽崔莱已拥有 150 多项
先进的专利技术。 在中国，安利已建有广州、
上海两个研发中心， 汇集了行业顶尖人才，
与安利全球研发系统高度整合，并与外部科
研单位共享研究成果。

此外， 安利还将在中国建立植物研究
中心，依托中草药文化，开发中草药有机种
植技术和功效成分提取技术，为纽崔莱全球
发展注入后劲。 颜志荣透露，安利植物研究
中心将于今年完成选址。

【开发市场】
综合实力奠定市场地位

凭借卓越的产品表现和消费者的高度
认同，纽崔莱品牌连续四年获得美国《读者
文摘》信誉品牌白金奖。

对于企业所获荣誉，颜志荣很淡定，“支
撑纽崔莱市场竞争力的是其综合实力，包括
安全、质量、功效、服务、品牌、科技以及植物
特色等很多因素。这个综合实力是经得起市
场检验的。 ”

颜志荣认为，目前使用过营养补充食品
的中国消费者只有中国总人口的 25%，因此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对于为何消费者使用保
健品比例偏低，他认为这主要受制于消费者
营养健康意识较低、 公众对食品安全不放

心、保健品市场信任危机等因素。 安利纽崔
莱正是从克服这些因素着手，撬动中国保健
品市场。

“未来，纽崔莱将结合安利直销员这一
人力资源优势，针对不同人群、甚至不同个
体，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营养健康解决方
案和健康管理服务，进一步提升亿万中国人
的健康水平。 ”颜志荣表示，这是一件利国、
利民、利企业的大好事，希望继续得到社会
各界的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

�������“作为全球膳食补充剂市场的领导品牌，安利纽崔莱在向消费者提
供安全高效的产品和个性化的优质服务的同时，也会始终致力于公众营
养健康教育，倡导消费者理性选择保健品。 ”近日，在京参加安利纽崔莱
北京国际长跑节的安利新掌门、大中华总裁颜志荣对媒体表示。

�������颜志荣，现任安利大中华总裁，负责
领导美国安利公司在中国大陆、 香港、
台湾地区的业务发展及管理工作。

颜志荣：纽崔莱靠实力奠定市场地位

安利公益基金会
为贫困地区孩子打造首批营养厨房
首批“春苗营养厨房”
落户广西百色

9 月 1 日，新学年伊始，安利公益基金
会第一批“春苗营养厨房”在广西百色老区
落成。

百色市田东县作登瑶族乡新安小学作
为首批“春苗营养厨房”落户点之一，自此告
别“黄豆蒸饭”等单调乏味、营养贫乏的饭
食，吃上了营养、安全、可口、便宜的饭菜。

当天，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刘晓连、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
席李彬、安利公益基金会主席郑李锦芬等专
程来到百色市田东县作登瑶族乡新安小学，
调研留守儿童营养问题， 考察刚刚建成的
“春苗营养厨房”运行情况，并与留守儿童同
吃营养餐， 向同学们赠送了由中国关工委、
安利公益基金会共同编写的《青少年饮食营
养安全手册》。

据安利相关负责人介绍，至 9 月 15 日，
已有 123 个“春苗营养厨房”在广西、重庆、
陕西三省、市农村贫困地区集中建成并投入
使用，6 万余名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农村寄宿
学生获益。

多管齐下抓健康营养
厨房建成了，关键还是之后的维护管理

要到位。为此，安利公益基金会在各个“春苗
营养厨房”项目设置督导员，代表安利公益
基金会协调项目实施，其职责包括抽查食品
卫生情况， 开展营养健康方面的培训和宣
传，针对当地饮食习惯、时令食材和青少年
营养需求，设计物美价廉的营养菜谱等等。

同时，安利公益基金会首期春苗营养厨
房管理员培训班也同期在田东县举行，来自
北京、南宁的 10 位专家，就膳食营养、食品
安全、食堂管理等专题，对 130 位食堂管理

员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系统集训。
为保证国家补贴款项专用于学生伙食，

田东县有关部门还尝试改变过去将钱款发
放给学生家长的做法，代之以直接把钱打入
每个学生的饭卡中。 据悉新安小学“春苗营
养厨房”有荤有素加主食，每顿饭仅 2.5元左
右。 此外，安利公益基金会还专门遴选当地
安利志愿者担任项目督导员， 全面协调、参
与、督导项目实施。

安利公益基金会主席郑李锦芬表示，
“春苗营养厨房” 是基金会成立以来推出的
第一个重点项目。 三年内，该项目计划投入
5000万元， 在农村贫困地区建立 1000 个营
养厨房，预计受益儿童将达 50万人。

三大项目
实现“身、心、智”全面关爱

安利公益基金会主席郑李锦芬表示，数

量巨大的农民工子女群体急需社会各界关
注帮扶，加之关爱儿童是安利全球的传统公
益主题，安利（中国）在帮扶农民工子女方面
也有着深刻认识、丰富经验、充沛资源和成
熟模式，因此安利公益基金会将帮扶农民工
子女确定为今后主攻方向，全面实施“春苗
营养计划”、“彩虹支教计划”、“阳光成长计
划”三大项目。

据介绍，刚刚启动的“春苗营养计划”，主
要内容是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合
作，为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捐建营养厨房。

“彩虹支教计划”，是与团中央合作，以
小额资助的形式， 支持 80 多所高校的每年
2000余位研究生支教志愿者，根据支教地实
际情况，创设并申报改善教学设施、素质教
育、留守儿童心理疏导、校园文体活动、农村
扶贫开发等类公益项目，由专门的专家委员
会审核论证， 由安利公益基金会拨款支持，

由支教地团委指导志愿者实施。
“彩虹支教计划”始于 2002年，截至 2010

年底，已累计投入资金 2100 多万元，受益儿
童达 40万人。 近年来，该计划实施力度不断
加大，2011年度已有 160 多个彩虹项目得到
安利公益基金会资助，目前正在积极实施中。
未来 3年， 安利公益基金会将在此项目上投
入 1700万元，受益儿童预计达 60万人。

“阳光成长计划”寓意要让打工子弟共
享城市一片阳光。 2008年，安利与中国少年
儿童基金会合作，为打工子弟学校捐建图书
室，并积极开展流动儿童素质教育、心理疏
导等公益项目。

从 2008年项目启动至 2010年底，“阳光
成长计划” 已累计投入 660 万元人民币，在
24个重点城市为 25所打工子弟学校建设了
阳光图书馆， 受益儿童达 6.5万人。 未来三
年，安利公益基金会将投入 1200 万元，建立
100所阳光图书室， 每个图书室并计划每月
开展 10 小时阳光兴趣课堂活动，覆盖 31 个
省会城市，受益儿童预计达 40万人。

��������安利公益基金
会是由安利（中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捐
资 1 亿元人民币，
根据《基金会管理
条例》 发起设立的

非公募基金会。 2011年 1月，安利公益
基金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
正式登记成立。 2011 年 5 月 31 日，安
利公益基金会在北京成立。

截至 2010 年底，安利（中国）已累
计捐赠或赞助款项 5.1 亿元，参与实施
公益项目超过 6500项； 其公益善举也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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