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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建人民信得过企业
王美玲 张金磊

2011年 3月 15日，是双汇集团
全体职工永远难忘的日子。

“‘瘦肉精’事件对双汇品牌和声

誉造成了极大伤害，也给双汇全体员

工上了一堂深刻、代价巨大的安全

课，对双汇集团来说，是一场生死攸

关的考验、刻骨铭心的教训。”谈起去

年那场震惊全球的“3·15”事件，双汇
集团董事长万隆感慨万分，“但双汇

不能抱怨、不能推诿、不能退缩。我们

感谢社会和媒体的帮助，舆论批评能

帮助企业更健康地发展。”双汇随即

主动面对媒体质疑，积极采取了一系

列强化食品安全质量的有效举措，推

动双汇安全质量建设不断提升精细

化水平，迅速实现“化危为机”。

设立食品安全警示教育日，加

强法制和道德教育，警钟长鸣。双汇

集团决定把每年的 3月 15 日确定为
“食品安全警示教育日”，并成立“双

汇集团食品安全监督委员会”，邀请

肉类行业、食品行业、新闻媒体、政

府监管部门等外部专家，监督企业

的生产经营。同时设立举报制度，彻

查、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的事件和责

任者。

完善内控体系，确保食品安全。

去年“3·15”事件发生以后，双汇集团
为确保食品安全，进一步完善了内控

体系。制定了索证制、索赔制，对供应

不安全生猪和原辅料的客户及厂家，

进行索赔并追究法律责任，从源头控

制食品安全。

实行生猪在线“头头检验”。从去

年 3月 16日起，为了保证食品安全，
双汇集团不惜成本，不计代价，每年

投入 3 亿多元，实施生猪在线生产
“头头检验”，原辅材料进厂、产品出

厂批批检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

响，在行业内引起了强烈震动。

引进第三方监督监测机构，公开

透明。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是国际上享

有盛誉、中国最大的跨国检验认证机

构，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监测水平，双

汇集团与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签订了

食品安全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中国检

验认证集团负责对双汇集团的产品

质量、食品安全和内控体系进行全方

位的第三方监督审核和检测检验，实

现了双汇集团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的

公开透明。

开放式办工厂，透明化办企业。

双汇集团一直坚持“开放式办工厂、

透明化办企业”的办厂理念，欢迎各

界朋友进厂参观，与生产现场零距离

接触，扩大生产透明度，让消费者和

媒体切身感受到双汇产品的质量保

证，看到一个真实的双汇。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目前，双汇共邀请和接待

消费者、媒体记者 20多万人次，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双汇集团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积

极做法，迅速扭转了“3·15”事件的不
利影响，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11年，双汇集团销售收入达到 503
亿元，与 2010 年销售收入基本持平，
顺利通过了“3·15”事件考验，成功挽
回了消费者对双汇产品的信任。

“3·15”事件 推动安全质量建设走向精细化

2012 年 3 月 17日，温家宝总
理视察双汇集团肉制品生产加工

车间，对双汇集团食品安全质量

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温家宝指

出，一个企业，特别是关系群众健

康与安全的食品企业，一定要讲

安全，讲质量，讲诚信，讲责任！双

汇集团一定要在安全和质量上争

创一个人民信得过的企业。

此时，距离双汇集团“3·15”事
件发生整整一年。温总理的指示，

对于开创了中国肉类品牌、作为

亚洲最大肉类加工基地、一直被

尊为食品行业龙头老大的双汇集

团来说，既是嘱托，也是鼓励，更

成为了双汇集团加强食品安全质

量建设的不竭动力。

屠宰业整合 实现与中小屠宰企业合作共赢

迈入 2012年，双汇安全质量建设
的脚步并未停歇。

2012年 3月 15日，万隆在双汇集
团“食品安全警示教育日”大会上表

示，双汇将以“铁腕抓质量、铁心保安

全”的决心和毅力，继续扎实做好各项

安全管理措施，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把

关，将食品安全放在生产的第一位，把

食品安全措施落实到每个岗位，把好

安全关，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美味的食

品。

这其中，整合小型屠宰场行动尤

其引人注目。

10月，双汇集团旗下郑州双汇宣
布，将用两年左右时间，完成整合以郑

州为圆心、半径 300公里以内的屠宰
场。

10月 28日上午，双汇集团与豫皖
两省 20家定点屠宰厂签订了合作意

向书，联手保障猪肉卫生和质量安全，

让更多的消费者吃上放心肉。

11月，辽宁省内 10家定点屠宰厂
与双汇集团旗下阜新双汇达成战略合

作意向，这 10家定点屠宰场今后将不
再经营生猪屠宰业务，转而开始出售

双汇放心肉。

11月 16日，双汇集团在四川绵阳
举行双汇与中小屠宰厂发展研讨会，

来自四川省、重庆市 20多个市、地、州
的 40余家中小屠宰企业的老总应邀
参会，共同推进放心肉工程建设大计。

11月 30日上午，双汇集团投资发
展豫南地区生鲜品招商说明会在漯河

举行，豫南 6市商务局和屠宰场代表
参加了研讨会。

双汇集团为何如此大张旗鼓地开

展小型屠宰场整合行动？业内有关人

士指出，此举与《国家食品工业“十二

五”规划》的相关要求有关。

据了解，目前我国屠宰行业高度

分散，82%的企业处于手工或半机械屠
宰状态，而仅占全国定点屠宰企业总

数 12.38%的全国规模以上定点屠宰企
业，却承担着全国 68%的定点屠宰量。
屠宰业布局和结构不合理，产业集中

度偏低，不仅成为严重制约行业发展

的瓶颈，而且对猪肉质量安全构成了

潜在威胁。针对这些问题，《国家食品

工业“十二五”规划》要求，全国现有

19248家屠宰厂，2013年要淘汰 30%，
到 2015年要淘汰 50%，其中大中城市
和发达地区力争淘汰 80%左右。

对此，万隆有着自己的理解。“屠

宰是肉类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

双汇集团早在 10多年前就已经实现
了产业转型升级，开始按照商务部、农

业部、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国家

九部委的要求，充分发挥国家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的优势，紧锣密鼓地在

全国范围内布局小型屠宰厂整合工

作。”

“行业整合势在必行，但是整合不

是简单地淘汰屠宰行业的小企业，而

是如何帮助他们扬长避短，发挥他们

的区域市场资源优势，走合作共赢的

新路子。”双汇发展副总裁、生鲜品事

业部总经理马相杰说，“双汇集团非常

看好与小屠宰企业合作的前景，有信

心通过加快推进与小型屠宰厂合作步

伐，不断提升屠宰业的集中度和产业

转型升级”。

为带动行业整合，双汇集团还按

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整合思路，为

小屠宰商开出了诱人的合作良方，出

台了包括对定点屠宰厂给予技术指

导、政策支持、管理服务，对经销商实

施奖励、加盟商实施“五送、四免、三

补、一分红”，根据客户销量给予 10万
元—150万元不等的销售奖励等一系
列优惠措施。而事实上，双汇集团完善

的产业链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优势、产品优势、规模优势、物流配送

优势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使众多

小型屠宰商对加盟双汇信心百倍。双

汇整合业内资源的创新思路和合作模

式，为确保食品安全探索出了一条成

功模式。

安徽汇汇食品有限公司前身是合

肥市的一家小型屠宰厂。2002年，该厂
负责人果断停止屠宰业务，开始销售

双汇肉品。随着经营规模逐步扩大，

2004年，安徽汇汇食品有限公司正式
成立，2005年该公司已实现销售收入
2亿元人民币。“目前，安徽汇汇食品有
限公司日销售双汇鲜品 20吨左右，冻
品 3吨左右，旺季鲜品日销量最高达
到 100吨，每年经营双汇鲜品净利润
在 300万元左右。”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

四川南充汇龙食品公司也通过与

双汇合作，使企业走上了转型发展的

道路。南充汇龙食品公司原来屠宰产

能为 300头/天，是当地影响力较大的
屠宰企业。但从 2012年 3月份开始，
公司每天屠宰量仅 60头，每天亏损
2000元左右，致使公司发展陷入低谷。
2012年 3月 18日，该公司正式与双汇
合作，目前每天可实现净利 4000元左
右。如今，该公司的生猪屠宰业务已经

全面叫停。

据不完全统计，近一个时期，双汇

集团先后在 16个地市举办了多场中
小屠宰厂合作研讨会和招商会，与

1000多家小型屠宰商广泛接触。截至
2012年 11月底，双汇集团已与全国
15个省、市、自治区 155家即将退出产
业机制的中小屠宰企业正式签订合作

意向协议，与 114家达成了合作意向。
双汇集团与中小屠宰企业正式合作的

大幕已经拉开，并由星星之火迅速发

展成燎原之势。

对于双汇集团与中小屠宰企业合

作的前景，万隆非常看好：“加快推进

与小型屠宰厂的合作步伐，不仅能提

升屠宰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实现共

同发展，关键是能够确保食品安全，为

双汇集团争创人民信得过企业奠定坚

实基础。”

中信证券相关分析师表示，双汇

与中小屠宰场的合作有着先天的基

础。双汇作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

业，具有品牌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

势和资金、产品优势。而中小屠宰场商

对当地的营销环境特别熟悉，这两方

面是互为补充的。“如果运营得当，有

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复制。”

付出总有回报，要做就做最好。

歌曲《步步高》里面的这两句歌词，用于形容当前双汇集团的

发展，是再贴切不过了。两年的卧薪尝胆，双汇集团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安全质量举措付出，收获的是一连串沉甸甸的成绩。

2012年 10月 10日，“2012肉类食品产业发展战略大会暨中
国肉类产业教产对接与合作大会”在北京召开。双汇集团荣登

“2012年度中国肉类行业卓越贡献企业”名单。此外，双汇集团还
荣获“2012中国肉类食品行业最具价值品牌”，并被授予“中国肉
类产业教师及学生实习基地”，这意味着在中国肉类产业人才的

培养方面，双汇将承担起更大的义务和责任。

2012年 10月 27日上午，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中国肉类博览会
“肉类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大比武”中，双汇集团荣获优秀

组织奖，双汇集团杨小惠荣获沙丁胺醇残留快速定量测定一等

奖，双汇集团张二娟获得克伦特罗残留快速定量测定二等奖和莱

克多巴胺残留快速定量测定二等奖，四项大奖足以显示双汇集团

的检测实力。

2012年 11月 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十届中国食
品安全年会上，双汇集团被授予“中国食品安全年会突出贡献单

位”和“科技创新单位”称号，双汇集团技术中心主任王永林被评

为“科技创新先进个人”。

“食品安全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事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也关系到食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3·15’事件后，双
汇集团卧薪尝胆，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安全质量管理的措施，赢得

了消费者的信赖，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取得了一些成绩。

这些成绩的取得，反过来又会促使双汇集团不断完善软硬件建

设，进一步提高肉品安全控制水平，始终为人民群众提供放心食

品，打造一个始终让人民信得过的食品企业。”面对成绩，万隆这

样告诉记者。

国家对食品工业的每一次重大战略调整，都会给相关企业带

来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2011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食
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在肉制品产业布局上作出重

大调整。《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严格控制新增屠宰产能，不

再新建生猪年屠宰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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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发展大型屠宰和加工骨
干企业，依托优势产区，重点建设华东、华北、西南和东北四大生

猪屠宰加工基地。

有关人士指出，《规划》的出台将使大批不具备资质和技术条

件的私屠乱宰企业退出市场，为大型食品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

场空间。同时食品行业门槛的提高，也有利于大企业的发展和肉

类工业的整合。

双汇集团再次迎来了大发展的良机。双汇集团根据《食品工

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产业布局，一方面加快中小屠宰企业整合

步伐，同时加快在全国布局生猪屠宰加工基地。

2011年 11月，郑州双汇一期项目正式投产。郑州双汇一期项
目投资 6亿元，占地面积 860亩，年屠宰 200万头生猪。二期年产
23万吨肉制品加工项目和年产 3万吨的面制品及 2万吨库容的
物流配套配送项目，分别计划投资 6.5亿元和 6.2亿元。

2011年 12月，南昌双汇正式投产。南昌双汇总投资 12亿元，
占地面积 470多亩，项目涵盖了生猪屠宰业、肉制品深加工业、冷
藏仓储、物流配送业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年屠宰生猪能力 200
万头，年生产肉制品 30 万吨，年销售收入 50 亿元，可解决 3500
人就业，带动 20万农户从事生猪养殖。

同时，双汇还在国内现有肉类加工技术上实现了创新。南昌

双汇率先实现了主要设备机器人操作，一举改写了中国千百年来

人工屠宰生猪的历史，取得了 8项屠宰工艺技术重大创新、12项
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012年上半年，双汇集团上市公司双汇发展实现营业收入
197.5 亿元，比 2011 年同期增加 29.4%；实现利润 5.5 亿元，比
2011年同期增加 844%。靠着抢抓机遇，双汇集团发展再次驶入了
快车道。

谈及双汇集团今后的发展，万隆踌躇满志，“十二五”期间，双

汇将继续坚持“专业化、产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四化方针，积

极推进中小屠宰场整合，大力发展大型国际标准化的生产基地，

争取在 2015年拥有工厂 100家，肉类年产销量由 300万吨发展到
600万吨，销售收入由 500亿元发展到 1000亿元，把双汇打造成
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化大型食品企业集团，以实际行动争创

人民信得过企业。

双汇集团九鑫牧业

屠宰生产线

金属检测

凤凰涅槃 承担起更大的义务和责任

创新技术 改写人工屠宰生猪历史

连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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