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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1958年 7月 集团公司前身———漯河市冷仓成立
1969年 4月 变更为漯河市肉类联合加工厂
1984年 7月 万隆当选厂长
1992年 2月 第一支“双汇”牌火腿肠问世
1994年 1月 合资成立华懋双汇集团有限公司
1994年 8月 以漯河肉联厂为核心组建并成立双汇集团
1996年 9月 双汇食品城一期工程全部竣工
1997年 7月 双汇集团通过 ISO9002质量认证体系
1998年 12月“双汇实业”5000万 A 股股票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1999年 12月“双汇”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1999年 12月 双汇集团被列为国务院 512家重点企业
1999年 12月 漯河双汇商业连锁有限公司成立
2000年 12月 双汇工业园二期工程全面竣工投产
2000年 12月 双汇集团经国家人事部批准建立企业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2001年 5月 肉制品车间通过对日出口注册
2001年 12月 双汇集团技术中心被评定为国家级技术中心
2002年 2月 与日本火腿公司合资成立河南万东牧业有限公司
2002年 10月 与杜邦合资成立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2002年 12月 河北唐山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投产
2002年 12月 湖北宜昌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投产
2003年 2月 江苏南通汇丰新材料有限公司投产
2003年 9月 浙江金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3年 10月 上海双汇大昌有限公司、内蒙古双汇食品

有限公司投产
2004年 4月 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4年 5月 山东德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4年 7月 阜新双汇肉类加工有限公司投产
2006年 10月武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7年 荣获农业部颁发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称号
2008年 4月 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8年 7月 哈尔滨北大荒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8年 荣获中国肉类协会颁发的中国肉类食品行业

强势企业称号
2009年 6月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9年 8月 河南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9年 8月 黑龙江宝泉岭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10年 8月 绵阳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新建项目投产
2011年 9月 南昌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11年 11月郑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12年 2月 上市公司重组完成评估

陈实 王少华

双汇这一年

风雨过后，双汇集团不仅奇迹
般屹立不倒，其生产销售还出现迅
速增长的势头。双汇凭着过硬的综
合实力度过了企业最困难的时期，
做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2012年春节，双汇集团总部大
楼悬挂出一幅巨型春联，上联是：
经风雨，见彩虹，我们同舟共济；下
联是：抓质量，保安全，双汇破浪前
行。这也预示着新的一年，作为国
内肉类行业的龙头企业，双汇将继
续龙腾四海，乘风破浪。

2012年是中国农历龙年。巧的
是，双汇集团掌门人万隆属龙，今
年是他的本命年。作为双汇品牌的
缔造者，他见证了双汇的发展与腾
飞，也与双汇共同经历了危机与起
伏。

一位农业专家曾在网上这样评
论：在食品安全控制上，中国很少有
能够得满分的企业，能得 90 分的寥
寥无几，而双汇集团是一家能够得
95 分的企业。遗憾的是，2011 年的
“3·15”，这一板子恰恰打在了双汇
身上。对于双汇来说，这场由产业链
上游引发的劫难令它损失惨重。

令所有人诧异的是，双汇没有
因为这场关乎食品安全的危机而垮
掉，反而迎来了一次腾飞的新机遇。
双汇集团 2010 年销售收入超过 500
亿元，尽管 2011 年受到了“3·15”事
件和高通胀双重影响，双汇集团的
销售收入却依旧超过 500 亿元，这
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见证奇迹的时刻，不得不提到
双汇品牌创始人、双汇集团董事长
万隆，正是他的睿智、果敢带动双汇
走出困境并创造辉煌。

在世界肉类行业，国外同行曾
经送给万隆一个外号“中国屠夫
长”；在国内，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的
万隆则被称作“中国肉业教父”。

在中国企业界，双汇是第一个
中国肉类品牌，也是诞生于中国的
民族品牌。双汇集团曾经名列中国
500 强企业第 160 位，掌门人万隆因
此成为受人关注的公众人物。人们
大多只关注他身边的鲜花和光环，
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年丧父、兄弟
靠捡煤核为生的贫寒经历。

青年时期，他报名参军，成为一
名铁道兵战士。当兵复员后，他没能
像其他战友一样进入政府部门，而
是被分配到漯河肉联厂工作。

漯河肉联厂是双汇集团的前
身，始建于 1958 年，由于体制、市场
等原因，直到 1984年，这个国营小厂
连续 26 年亏损，期间不但没向国家

上缴一分钱，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
务包袱。当年，漯河肉联厂资产只有
468 万元，累计负债却高达 534 万
元，企业已经走到了资不抵债、濒临
倒闭的边缘。

亏损累累的肉联厂该怎么办？
这是当时很多人心中的困惑。为了
适应新的外部环境，使肉联厂能够
生存下去，作为承包制改革的试点
单位，漯河肉联厂进行了一次民主
选举，44 岁的职工万隆被推选为厂
长。谁也没有想到，万隆使这个名不
见经传的地方肉联厂迎来了跨越性
的转机。

一晃 28年过去了，在万隆的带
领下，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漯河肉联
厂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
地，并开创了中国肉类的第一个品
牌———双汇，双汇集团也成为社会
公认的中国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不仅如此，双汇集团还率先把
冷鲜肉的“冷链生产、冷链配送、冷
链销售、连锁经营”模式引入国内，
大力推广冷鲜肉的品牌化经营，实
现热鲜肉、冷冻肉向冷鲜肉转变，传
统销售向连锁经营转变，改变传统
的“沿街串巷、设摊卖肉”旧模式，结
束了中国卖肉没有品牌的历史，开
创了中国肉类品牌。

在双汇集团的发展史上，也曾
经遇到过不少的危机与困难，如同
刚刚度过的“3·15”事件一样。成功
的背后，万隆和他所领导的双汇集
团付出了何等的艰辛，常人不得而
知。

面对这样的危机，作为双汇品
牌创始人的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会
没有一丝怨言和愤懑吗？万隆并不
讳忌笔者的提问话题，笑答笔者：
“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

对于万隆来说，2011 年有两个
日子让他终生难忘：一个是 3 月 15
日，另一个则是 5月 15日。

2011 年的 5 月 15 日上午，离
“3·15”事件的发生正好两个月，本
着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中
共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卢展工率队来到双汇集团，直接
深入双汇集团的生产车间实地调研。

虽然过去了大半年，但卢展工
书记到双汇视察的情形，万隆董事
长至今记忆犹新。上午 9 时 30 分，
卢展工书记走进生产车间，察看了
关于“瘦肉精”在线头头检测系统。
万隆向卢展工书记介绍说：“在瘦
肉精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对生猪是

按标准抽检，从 3月 16 日起，为了
严防问题猪流入生产加工企业，集
团痛下决心，改瘦肉精抽检为在线
头头检验。”当卢展工问到“头头检
有多少程序，要增加多少成本”时，
万隆回答道：“检测一头需要三种
试剂，大约 15 元，按一年屠宰近
2000 万头生猪计算，全年将增加 3
亿元瘦肉精检测费。”

卢展工告诉双汇员工：“筑牢
食品安全防线，我们要不惜代价。
头头检虽然增加了很大投入，但食
品安全就更有保障，这个决心下得
好！一定要严格认真执行，切实有
效做到头头检，让消费者放心。”

随后，卢展工还察看了双汇集

团生猪综合检验计算机管理系统和
质量技术检测中心，并来到双汇大
厦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卢展工特别
强调，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安以质为本，质以诚为根，我们一
定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
严把食品安全关，让广大群众吃上
放心食品。
“卢展工在座谈会上对双汇集团

的应对和整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对双汇集团的发展寄予了殷切期
望。”万隆告诉笔者，“卢书记指
出，在应对‘3·15’事件的过程中，
双汇集团经受住了严峻考验，经历
了血与火的洗礼，双汇集团在应对
和整改过程中的把握和处理是比较

好的，好就好在不推诿、不埋怨、
不气馁。不推诿就是能够正视自身
问题、不推卸责任，不埋怨就是不
埋怨别人、不怨天尤人，不气馁就
是遇到挫折不灰心丧气、关键时刻
能够顶得住不懈怠。好就好在敢面
对、敢揭短、敢担当。敢面对就是
敢于迎着问题上而不是绕着矛盾走，
敢揭短就是有什么问题就主动查找
什么问题、积极解决什么问题，敢
担当就是勇于改进工作、承担社会
责任。卢展工还满怀深情地送给双
汇两句话，一句是来之不易、倍加
珍惜；另一句是痛定思痛、再创辉
煌。这两句话，我们一直铭记不忘，
并将作为双汇发展的工作准绳。”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

风云激荡的 2011年，双汇人用过硬的产品质量为其重新腾飞画
上了圆满的句点。展望未来，双汇又将有怎样宏大的发展规划与布局
呢？

万隆告诉笔者，他曾经有三个心愿，一是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二
是把双汇建成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三是把双汇打造成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品牌。如今前两个心愿都已经成为现实，双汇正在不断努
力，争取实现他的第三个心愿。

2011年 12月 10日，双汇集团投资建设的南昌双汇正式投产。
南昌双汇是双汇集团在华东南区建设的第一个项目，总投资 12亿
元，占地面积 470多亩，年屠宰生猪能力 200万头，年生产肉制品 13
万吨，年销售收入 50亿元，可解决 3000到 4000人就业，带动 20万
农户生猪养殖。

双汇还在国内现有肉类加工技术上实现了创新。南昌双汇和即
将投产的郑州双汇率先实现了主要设备机器人屠宰，一举改写了中
国千百年来人工屠宰生猪的历史，实现了 8项屠宰工艺技术重大创
新、12项国内领先技术，这些技术设备在国际上也属于一流水平。南
昌双汇投产当天，中央电视台在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发了这条
新闻。

大力引进国际先进设备和技术，应该理解为双汇走向国际化的
重要步骤。对此，万隆向笔者明确表示，双汇集团要完成三个转变：一
是产品由高、中、低档全覆盖向中高档转变，这是调整结构需要逐步
实现的；二是双汇由过去速度效益型向安全规模型转变，今后我们做
企业，首先是安全，但规模不能忽视，规模也是竞争力；三是把双汇发
展这个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把双汇集团做成控股公司、国际化公司，
使双汇发展向国内专业化大而强转变，使双汇集团由中国企业向国
际化大公司转变，使双汇的产品质量国际化、管理国际化、市场国际
化、品牌国际化，全面走向国际，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双汇。

万隆认为，以上三个转变，是双汇经历“3·15”之后的战略调整，
是双汇今后的发展方向，双汇将不遗余力推动三个转变的实现，使双
汇的产品竞争力更强，发展速度更快，使双汇更安全、更健康、可持
续。
“十二五”期间，双汇集团发展目标是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专、做

精、做久，使双汇成为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肉类供应商，到“十二五”
末，力争实现肉类总产量达到 600万吨，销售收入突破 1000亿元，将
双汇集团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化大型食品企业集团。

双汇集团是以肉类加工为主的大型食品集团，总部位于河南
省漯河市，总资产 100多亿元，目前员工 68000 人，年产肉类总产
量 300万吨，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在 2010 年中国企业
500强排序中列第 160位。

双汇大事记

2011 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3·15”事件，把曾经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的双汇集团和
它的缔造者、全国人大代表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的确，面对危机，双汇集团总能
坦然应对、化险为夷。并且在每一次
危机过后，双汇集团总能把压力化作
动力，使双汇的事业攀上新的顶峰。

引进文化型公共关系高管是“3·
15”事件后万隆带领下的双汇顺应现
代企业管理、积极应对危机、开放招
揽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临危受命，
带动双汇一步步走出舆论危机的刘
金涛是一位作家，原在北京工作，双
汇集团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是他的
故乡。去年“3·15”事件发生后，刘金
涛通过双汇集团的高管选拔程序，以
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双汇集

团主管公共关系副总经理，成为双汇
集团高管团队的新鲜血液。当时，双
汇集团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上任伊
始的刘金涛就用实际行动为双汇走
出危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刘金涛告诉记者，“3·15 ”事件发
生后，尽管事件源头出自农业产业链
的最上游，但是作为生产加工企业的
双汇集团不推诿、不抱怨、不退缩，视
新闻监督为帮助，积极采取整顿管理
队伍、不惜成本实行生猪头头检测、
引进中检集团为第三方监督机构、开
放式办工厂、设立食品安全教育警示
日、企业全员法制培训等措施，严抓

食品质量，确保双汇食品安全。在事
件发生仅仅三个月后，双汇集团的生
产经营转入正常。

双汇的“浴火重生”被新闻界、企
业界视为一场奇迹，有专家评论说，
双汇应对危机的举措堪称近年来的
经典之作，值得学界研究。

不过刘金涛却认为，使双汇屹立
不倒的真正原因是过硬的产品质量。
事件发生后，全国将近 260 座城市对
双汇产品进行了抽检，均没有检出瘦
肉精，这得益于双汇多年来一直坚持
的生产过程严格检测，用万隆的话
说，就是“收购的是带毛的猪，卖出去

的却不是带毛的肉”。
刘金涛还告诉笔者，如果仅凭

肉眼不能判断农民交售的生猪有问
题，双汇通常的做法是先把生猪收
购到厂里，通过多道科学的检测判
断生猪质量是否有问题，对有问题
的生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无害化处
理，仅此一项，双汇集团每年就要支
出上亿元。“双汇宁愿在经济上受点
损失也要确保向消费者供应放心
肉，这就是要体现我们企业的社会
责任。对于双汇产品的品牌价值而
言，由无害化处理带来的损失不算
什么。”刘金涛说。

万隆还告诉笔者，卢展工到双汇
集团调研后，双汇 68000名员工备受
鼓舞，从 3月份到年底，双汇集团设在
全国各地的工厂共接待 12万人次的
消费者和媒体参观生产线，亲眼目睹
双汇严格的检测检验和生产加工流
程，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双汇。与此同
时，受到影响的市场逐步恢复，八九月
份的日销售额达到 1.8亿元，双汇发
展（000895）的股价也由 56 元攀升到

80元左右。
“3·15”食品安全的风波，对整个

行业都是一场巨大的冲击，引发全社
会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国家对食品安
全加大整治力度，引发肉类行业的变
革，肉类加工企业都在经受着一场前
所未有的考验。在迎接考验的同时，双
汇也迎来了发展的又一次机遇。

根据国家发布的《食品工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要求，在产业布局上提

出了不再新建生猪年屠宰 20万头以
下的企业，限制年生产加工 3000吨以
下的西式肉制品加工企业。党和国家
对食品的高度重视、政府部门对食品
企业的监管更加严格、消费者维权意
识的大幅提高，将使大批不具备资质
和技术条件的私屠乱宰退出市场，为
双汇集团等大型的食品企业提供了更
广阔的市场空间。食品行业的门槛的
提高，有利于大企业的发展和肉类工

业的整合。从经济角度而言，这是双汇
的另一种收获。
“批评也是帮助，会让企业更健康、

更强大，双汇感谢媒体的帮助。虽然我
们已经走出这场风波，但今后食品安全
永远是我们的生命线，永远是我们全体
员工高度关注的焦点，要切实抓质量、
保安全，走出一条安全规模型发展的新
路子。不论任何时间，凡是遇到安全问
题，决不让步。”万隆对笔者说。

产业链上游引发的劫难

引进文化型公关高管

“批评也是帮助”

从 3月份到年底接待 12万人次消费者

万隆的“最大心愿”

万隆陪同
中共河南
省委书记
卢展工深
入技术中
心化验室
察看
万红卫/摄

双汇集团分割车间 万红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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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1958年 7月 集团公司前身———漯河市冷仓成立
1969年 4月 变更为漯河市肉类联合加工厂
1984年 7月 万隆当选厂长
1992年 2月 第一支“双汇”牌火腿肠问世
1994年 1月 合资成立华懋双汇集团有限公司
1994年 8月 以漯河肉联厂为核心组建并成立双汇集团
1996年 9月 双汇食品城一期工程全部竣工
1997年 7月 双汇集团通过 ISO9002质量认证体系
1998年 12月“双汇实业”5000万 A 股股票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1999年 12月“双汇”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1999年 12月 双汇集团被列为国务院 512家重点企业
1999年 12月 漯河双汇商业连锁有限公司成立
2000年 12月 双汇工业园二期工程全面竣工投产
2000年 12月 双汇集团经国家人事部批准建立企业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
2001年 5月 肉制品车间通过对日出口注册
2001年 12月 双汇集团技术中心被评定为国家级技术中心
2002年 2月 与日本火腿公司合资成立河南万东牧业有限公司
2002年 10月 与杜邦合资成立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
2002年 12月 河北唐山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投产
2002年 12月 湖北宜昌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投产
2003年 2月 江苏南通汇丰新材料有限公司投产
2003年 9月 浙江金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3年 10月 上海双汇大昌有限公司、内蒙古双汇食品

有限公司投产
2004年 4月 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4年 5月 山东德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4年 7月 阜新双汇肉类加工有限公司投产
2006年 10月武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7年 荣获农业部颁发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称号
2008年 4月 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8年 7月 哈尔滨北大荒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8年 荣获中国肉类协会颁发的中国肉类食品行业

强势企业称号
2009年 6月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9年 8月 河南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09年 8月 黑龙江宝泉岭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10年 8月 绵阳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新建项目投产
2011年 9月 南昌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11年 11月郑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投产
2012年 2月 上市公司重组完成评估

陈实 王少华

双汇这一年

风雨过后，双汇集团不仅奇迹
般屹立不倒，其生产销售还出现迅
速增长的势头。双汇凭着过硬的综
合实力度过了企业最困难的时期，
做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2012年春节，双汇集团总部大
楼悬挂出一幅巨型春联，上联是：
经风雨，见彩虹，我们同舟共济；下
联是：抓质量，保安全，双汇破浪前
行。这也预示着新的一年，作为国
内肉类行业的龙头企业，双汇将继
续龙腾四海，乘风破浪。

2012年是中国农历龙年。巧的
是，双汇集团掌门人万隆属龙，今
年是他的本命年。作为双汇品牌的
缔造者，他见证了双汇的发展与腾
飞，也与双汇共同经历了危机与起
伏。

一位农业专家曾在网上这样评
论：在食品安全控制上，中国很少有
能够得满分的企业，能得 90 分的寥
寥无几，而双汇集团是一家能够得
95 分的企业。遗憾的是，2011 年的
“3·15”，这一板子恰恰打在了双汇
身上。对于双汇来说，这场由产业链
上游引发的劫难令它损失惨重。

令所有人诧异的是，双汇没有
因为这场关乎食品安全的危机而垮
掉，反而迎来了一次腾飞的新机遇。
双汇集团 2010 年销售收入超过 500
亿元，尽管 2011 年受到了“3·15”事
件和高通胀双重影响，双汇集团的
销售收入却依旧超过 500 亿元，这
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见证奇迹的时刻，不得不提到
双汇品牌创始人、双汇集团董事长
万隆，正是他的睿智、果敢带动双汇
走出困境并创造辉煌。

在世界肉类行业，国外同行曾
经送给万隆一个外号“中国屠夫
长”；在国内，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的
万隆则被称作“中国肉业教父”。

在中国企业界，双汇是第一个
中国肉类品牌，也是诞生于中国的
民族品牌。双汇集团曾经名列中国
500 强企业第 160 位，掌门人万隆因
此成为受人关注的公众人物。人们
大多只关注他身边的鲜花和光环，
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早年丧父、兄弟
靠捡煤核为生的贫寒经历。

青年时期，他报名参军，成为一
名铁道兵战士。当兵复员后，他没能
像其他战友一样进入政府部门，而
是被分配到漯河肉联厂工作。

漯河肉联厂是双汇集团的前
身，始建于 1958 年，由于体制、市场
等原因，直到 1984年，这个国营小厂
连续 26 年亏损，期间不但没向国家

上缴一分钱，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
务包袱。当年，漯河肉联厂资产只有
468 万元，累计负债却高达 534 万
元，企业已经走到了资不抵债、濒临
倒闭的边缘。

亏损累累的肉联厂该怎么办？
这是当时很多人心中的困惑。为了
适应新的外部环境，使肉联厂能够
生存下去，作为承包制改革的试点
单位，漯河肉联厂进行了一次民主
选举，44 岁的职工万隆被推选为厂
长。谁也没有想到，万隆使这个名不
见经传的地方肉联厂迎来了跨越性
的转机。

一晃 28年过去了，在万隆的带
领下，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漯河肉联
厂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
地，并开创了中国肉类的第一个品
牌———双汇，双汇集团也成为社会
公认的中国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不仅如此，双汇集团还率先把
冷鲜肉的“冷链生产、冷链配送、冷
链销售、连锁经营”模式引入国内，
大力推广冷鲜肉的品牌化经营，实
现热鲜肉、冷冻肉向冷鲜肉转变，传
统销售向连锁经营转变，改变传统
的“沿街串巷、设摊卖肉”旧模式，结
束了中国卖肉没有品牌的历史，开
创了中国肉类品牌。

在双汇集团的发展史上，也曾
经遇到过不少的危机与困难，如同
刚刚度过的“3·15”事件一样。成功
的背后，万隆和他所领导的双汇集
团付出了何等的艰辛，常人不得而
知。

面对这样的危机，作为双汇品
牌创始人的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会
没有一丝怨言和愤懑吗？万隆并不
讳忌笔者的提问话题，笑答笔者：
“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

对于万隆来说，2011 年有两个
日子让他终生难忘：一个是 3 月 15
日，另一个则是 5月 15日。

2011 年的 5 月 15 日上午，离
“3·15”事件的发生正好两个月，本
着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中
共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卢展工率队来到双汇集团，直接
深入双汇集团的生产车间实地调研。

虽然过去了大半年，但卢展工
书记到双汇视察的情形，万隆董事
长至今记忆犹新。上午 9 时 30 分，
卢展工书记走进生产车间，察看了
关于“瘦肉精”在线头头检测系统。
万隆向卢展工书记介绍说：“在瘦
肉精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对生猪是

按标准抽检，从 3月 16 日起，为了
严防问题猪流入生产加工企业，集
团痛下决心，改瘦肉精抽检为在线
头头检验。”当卢展工问到“头头检
有多少程序，要增加多少成本”时，
万隆回答道：“检测一头需要三种
试剂，大约 15 元，按一年屠宰近
2000 万头生猪计算，全年将增加 3
亿元瘦肉精检测费。”

卢展工告诉双汇员工：“筑牢
食品安全防线，我们要不惜代价。
头头检虽然增加了很大投入，但食
品安全就更有保障，这个决心下得
好！一定要严格认真执行，切实有
效做到头头检，让消费者放心。”

随后，卢展工还察看了双汇集

团生猪综合检验计算机管理系统和
质量技术检测中心，并来到双汇大
厦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卢展工特别
强调，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安以质为本，质以诚为根，我们一
定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
严把食品安全关，让广大群众吃上
放心食品。
“卢展工在座谈会上对双汇集团

的应对和整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对双汇集团的发展寄予了殷切期
望。”万隆告诉笔者，“卢书记指
出，在应对‘3·15’事件的过程中，
双汇集团经受住了严峻考验，经历
了血与火的洗礼，双汇集团在应对
和整改过程中的把握和处理是比较

好的，好就好在不推诿、不埋怨、
不气馁。不推诿就是能够正视自身
问题、不推卸责任，不埋怨就是不
埋怨别人、不怨天尤人，不气馁就
是遇到挫折不灰心丧气、关键时刻
能够顶得住不懈怠。好就好在敢面
对、敢揭短、敢担当。敢面对就是
敢于迎着问题上而不是绕着矛盾走，
敢揭短就是有什么问题就主动查找
什么问题、积极解决什么问题，敢
担当就是勇于改进工作、承担社会
责任。卢展工还满怀深情地送给双
汇两句话，一句是来之不易、倍加
珍惜；另一句是痛定思痛、再创辉
煌。这两句话，我们一直铭记不忘，
并将作为双汇发展的工作准绳。”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

风云激荡的 2011年，双汇人用过硬的产品质量为其重新腾飞画
上了圆满的句点。展望未来，双汇又将有怎样宏大的发展规划与布局
呢？

万隆告诉笔者，他曾经有三个心愿，一是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二
是把双汇建成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三是把双汇打造成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品牌。如今前两个心愿都已经成为现实，双汇正在不断努
力，争取实现他的第三个心愿。

2011年 12月 10日，双汇集团投资建设的南昌双汇正式投产。
南昌双汇是双汇集团在华东南区建设的第一个项目，总投资 12亿
元，占地面积 470多亩，年屠宰生猪能力 200万头，年生产肉制品 13
万吨，年销售收入 50亿元，可解决 3000到 4000人就业，带动 20万
农户生猪养殖。

双汇还在国内现有肉类加工技术上实现了创新。南昌双汇和即
将投产的郑州双汇率先实现了主要设备机器人屠宰，一举改写了中
国千百年来人工屠宰生猪的历史，实现了 8项屠宰工艺技术重大创
新、12项国内领先技术，这些技术设备在国际上也属于一流水平。南
昌双汇投产当天，中央电视台在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发了这条
新闻。

大力引进国际先进设备和技术，应该理解为双汇走向国际化的
重要步骤。对此，万隆向笔者明确表示，双汇集团要完成三个转变：一
是产品由高、中、低档全覆盖向中高档转变，这是调整结构需要逐步
实现的；二是双汇由过去速度效益型向安全规模型转变，今后我们做
企业，首先是安全，但规模不能忽视，规模也是竞争力；三是把双汇发
展这个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把双汇集团做成控股公司、国际化公司，
使双汇发展向国内专业化大而强转变，使双汇集团由中国企业向国
际化大公司转变，使双汇的产品质量国际化、管理国际化、市场国际
化、品牌国际化，全面走向国际，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双汇。

万隆认为，以上三个转变，是双汇经历“3·15”之后的战略调整，
是双汇今后的发展方向，双汇将不遗余力推动三个转变的实现，使双
汇的产品竞争力更强，发展速度更快，使双汇更安全、更健康、可持
续。
“十二五”期间，双汇集团发展目标是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专、做

精、做久，使双汇成为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肉类供应商，到“十二五”
末，力争实现肉类总产量达到 600万吨，销售收入突破 1000亿元，将
双汇集团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化大型食品企业集团。

双汇集团是以肉类加工为主的大型食品集团，总部位于河南
省漯河市，总资产 100多亿元，目前员工 68000 人，年产肉类总产
量 300万吨，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在 2010 年中国企业
500强排序中列第 160位。

双汇大事记

2011 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3·15”事件，把曾经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的双汇集团和
它的缔造者、全国人大代表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的确，面对危机，双汇集团总能
坦然应对、化险为夷。并且在每一次
危机过后，双汇集团总能把压力化作
动力，使双汇的事业攀上新的顶峰。

引进文化型公共关系高管是“3·
15”事件后万隆带领下的双汇顺应现
代企业管理、积极应对危机、开放招
揽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临危受命，
带动双汇一步步走出舆论危机的刘
金涛是一位作家，原在北京工作，双
汇集团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是他的
故乡。去年“3·15”事件发生后，刘金
涛通过双汇集团的高管选拔程序，以
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任命为双汇集

团主管公共关系副总经理，成为双汇
集团高管团队的新鲜血液。当时，双
汇集团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上任伊
始的刘金涛就用实际行动为双汇走
出危机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刘金涛告诉记者，“3·15 ”事件发
生后，尽管事件源头出自农业产业链
的最上游，但是作为生产加工企业的
双汇集团不推诿、不抱怨、不退缩，视
新闻监督为帮助，积极采取整顿管理
队伍、不惜成本实行生猪头头检测、
引进中检集团为第三方监督机构、开
放式办工厂、设立食品安全教育警示
日、企业全员法制培训等措施，严抓

食品质量，确保双汇食品安全。在事
件发生仅仅三个月后，双汇集团的生
产经营转入正常。

双汇的“浴火重生”被新闻界、企
业界视为一场奇迹，有专家评论说，
双汇应对危机的举措堪称近年来的
经典之作，值得学界研究。

不过刘金涛却认为，使双汇屹立
不倒的真正原因是过硬的产品质量。
事件发生后，全国将近 260 座城市对
双汇产品进行了抽检，均没有检出瘦
肉精，这得益于双汇多年来一直坚持
的生产过程严格检测，用万隆的话
说，就是“收购的是带毛的猪，卖出去

的却不是带毛的肉”。
刘金涛还告诉笔者，如果仅凭

肉眼不能判断农民交售的生猪有问
题，双汇通常的做法是先把生猪收
购到厂里，通过多道科学的检测判
断生猪质量是否有问题，对有问题
的生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无害化处
理，仅此一项，双汇集团每年就要支
出上亿元。“双汇宁愿在经济上受点
损失也要确保向消费者供应放心
肉，这就是要体现我们企业的社会
责任。对于双汇产品的品牌价值而
言，由无害化处理带来的损失不算
什么。”刘金涛说。

万隆还告诉笔者，卢展工到双汇
集团调研后，双汇 68000名员工备受
鼓舞，从 3月份到年底，双汇集团设在
全国各地的工厂共接待 12万人次的
消费者和媒体参观生产线，亲眼目睹
双汇严格的检测检验和生产加工流
程，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双汇。与此同
时，受到影响的市场逐步恢复，八九月
份的日销售额达到 1.8亿元，双汇发
展（000895）的股价也由 56 元攀升到

80元左右。
“3·15”食品安全的风波，对整个

行业都是一场巨大的冲击，引发全社
会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国家对食品安
全加大整治力度，引发肉类行业的变
革，肉类加工企业都在经受着一场前
所未有的考验。在迎接考验的同时，双
汇也迎来了发展的又一次机遇。

根据国家发布的《食品工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要求，在产业布局上提

出了不再新建生猪年屠宰 20万头以
下的企业，限制年生产加工 3000吨以
下的西式肉制品加工企业。党和国家
对食品的高度重视、政府部门对食品
企业的监管更加严格、消费者维权意
识的大幅提高，将使大批不具备资质
和技术条件的私屠乱宰退出市场，为
双汇集团等大型的食品企业提供了更
广阔的市场空间。食品行业的门槛的
提高，有利于大企业的发展和肉类工

业的整合。从经济角度而言，这是双汇
的另一种收获。
“批评也是帮助，会让企业更健康、

更强大，双汇感谢媒体的帮助。虽然我
们已经走出这场风波，但今后食品安全
永远是我们的生命线，永远是我们全体
员工高度关注的焦点，要切实抓质量、
保安全，走出一条安全规模型发展的新
路子。不论任何时间，凡是遇到安全问
题，决不让步。”万隆对笔者说。

产业链上游引发的劫难

引进文化型公关高管

“批评也是帮助”

从 3月份到年底接待 12万人次消费者

万隆的“最大心愿”

万隆陪同
中共河南
省委书记
卢展工深
入技术中
心化验室
察看
万红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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