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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少华

作为一家曾经遭受“3·15”之痛的食品企业———双汇集团，却在

今年 3月 15日这个敏感的日子里邀请全国各地 120名媒体记者和

200名消费者代表到双汇生产基地车间实地参观，现场“挑刺”，兑现

了开放式办工厂、透明化办企业的承诺。

2011年 3月 15 日，双汇集团被
央视爆出瘦肉精事件；

2012年 3月 17 日，国家领导视
察双汇集团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对

双汇食品安全质量建设给予了高度

评价，叮嘱双汇要在安全和质量上争

创人民信得过的企业；

2013 年 3 月 15 日，双汇集团邀
请全国各地 120 名媒体记者、200 名
消费者代表参观双汇生产基地车

间。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开放式办工厂、透明化办

企业是双汇集团对消费者的郑重承

诺。双汇之所以如此大气，敢揽这个

“瓷器活”，是因为双汇通过完善产业

链条、信息化管控等举措，打造好了

自己的“金刚钻”。两年时间，双汇集

团的销售收入已由“3·15”事件的低谷
恢复至历史最好水平。事实证明，在

经历了风波之后，“安全双汇”已重新

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万隆曾表示，食品行业的产业

链很长，上下游涉及产业很多。种植

业、养殖业、饲料业、屠宰业、加工

业，甚至包装业、运输业、仓储业，各

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央视爆出

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就不是在食品

加工过程中出的问题，而是整个产

业链中的养殖环节出了问题。“因

此，双汇将用现代化工业反哺新农

业，打造从饲料研发、种猪繁育、生

猪培育、生产加工、冷链物流到终端

销售的全产业链，以保证产品的健

康和安全。”万隆告诉记者。

生猪散养对于新技术的应用以

及养殖标准的统一带来很大困难，

而且食品安全也难以保证。早在

2002年，双汇就提出在上游发展养
殖基地，与屠宰加工厂配套生产。

2003 年，双汇从丹麦引进种猪近
900头，开始从曾祖代猪—祖代猪—
父母代猪—商品代猪进行培育。

2004年，双汇集团养殖事业部正式
成立。

“截至目前，养殖事业部已建成

了 7 个规模化养殖场，年出栏生猪
33 万头。济源和南昌共 100 万头养
殖基地正在建设之中。”双汇集团养

殖事业部总经理郭凯表示，“按照规

划，双汇集团 2019年要达到年出栏
生猪 1000 万头，同时每新建一个年

屠宰 200 万头的屠宰厂，将配套建
一个年出栏量 50万头的养殖场。”
“双汇集团的养殖管理模式，不

仅控制了疫情传播，保证了产品质

量，而且可以提高养殖效益，起到了

显著的示范效果，可带动周边地区

种植业、养殖业、屠宰加工业形成

260 多亿元的产值，吸纳 150 多万农
民走出农村，由农业向工业转变，每

年通过养殖业可以转化粮食 600 多
万吨，推动了河南和中西部农业结

构的调整，为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农

村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双汇

集团的生猪养殖，农业部一位专家

这样评价。

屠宰也是肉制品产业链中的重要

一环。针对国内屠宰业布局结构不合

理、产业集中度偏低、对猪肉质量安全

构成潜在威胁的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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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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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正按照商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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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隆表示。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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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0 月 28
日，双汇集团与豫皖两省 20 家定点
屠宰厂签订了合作意向书；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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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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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来自四川、重庆的

20 多个市地州的 40 余家中小屠宰
企业共同推进放心肉工程建设大

计；同年 11 月 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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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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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合作大幕已经拉开，并由星

星之火迅速发展成燎原之势。

饲料加工方面，双汇集团投资

5700 万元，从意大利引进具有当今
国际先进水平的自动化饲料生产

线，采用日本、韩国、丹麦配方技术，

年产预混料、浓缩料、全价料等饲料

15 万吨。其中，乳猪、保育猪、育肥
猪、母猪等阶段的 8 个饲料品种通
过“出口食用动物饲用饲料生产企

业登记备案”资格，生产的“旺师傅”

牌饲料除自己农场使用外，已覆盖

河南省各县市及周边省市。

物流运输方面，双汇物流拥有河

南省县级以上城市日配物流网络，北

京、上海、广东、湖北、山东、江苏、浙

江、四川、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西地

级以上城市日配物流网络，拥有冷库

20万吨，常温库、配送库 18.5万平方
米，铁路专用线 7 条，分布在全国各
地。公司自有各种冷藏运输车辆

1500余台，总运能 15000吨以上。已
经形成了长途运输与区域仓储、配送

交织分布的大物流网络格局。

1999 年成立的双汇连锁商业，
目前拥有员工 2000余人，在河南、湖
北、山东、安徽、河北等省市建有 400
多家连锁店。双汇集团还在全国布

局了 23个生产基地，涉及全国 18个
省市自治区。

双汇全产业链布局，已基本成

形。

信息化是提供快速、高效管理，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双

汇集团作为肉类加工企业，20多年来
始终坚持信息化发展之路，积极建设

“数字双汇”，使信息化成为打造“安

全双汇”的又一利器。

工业化生产的前提是产品的标

准化，正是产品标准化推动了工业现

代化的飞速发展。然而生猪屠宰和分

割像大工业流水生产线上的标准件

一样实现标准化，在中国肉类加工史

上还从未有过先例。

业内人士表示，食品行业的信息

化有着一定的特殊性。首先，食品产

品保质期比较短，因此对库存管理的

要求比较高；其次，销售渠道庞大，销

售环节复杂；第三，产品类别多、品种

多、变化大，销售环节会产生很多不

同的数据；第四，食品行业有严格的

质量需求和规章制度。这些因素的存

在，导致我国食品工业信息化发展极

不平衡，这在肉类加工行业表现得尤

其明显。

双汇集团根据企业需求，先后成

立了专门的软件公司和信息化队伍，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

“一个机房、一套服务器、一个数据

库、一套应用软件、一个 IT小组”的具
有双汇特色的信息化模式，相继开发

和实施了商业物流配送、门店（POS）
零售、分销、采购、生产制造、库存、实

验室、设备、客户关系、供应商、人力

资源、财务、银企互联、税企互联、生

产自动管控、综合查询和决策分析等

十余个大型系统，成功打造出一套覆

盖各产业的集团级协同应用平台，形

成了覆盖整个集团的“数字神经系

统”。

通过信息化战略的实施，双汇集

团实现了标准化管理、自动化生产、

信息化控制，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

强。生猪从哪里来，产品到哪里去，质

量怎么样，全部通过信息化进行管理

和追溯，确保了食品安全。数据的大

集中、管理的大整合显著提高了管控

效率，创造出了一个“数字双汇”。

在食品安全方面，双汇信息化与

生产、检测、管理同步，实现了 18 道

检验工序在线检验，实现了数据同步

在线处理、质量同步追溯，解决了食

品安全防范与追溯难题，让老百姓真

正吃上了放心肉。

双汇集团每天屠宰的 4 万多头
生猪来自哪个省市、哪个客户，采购

的数量、质量、品种、等级、重量、价格

等都可通过信息系统进行监控。每天

1万多吨产品销售订单的下达、全国
12个省市生产基地的生产调度、上万
家经销商产品的配送、全国各地生产

库存、市场库存、在途产品的调控及

资金的收支和调度全部通过信息化

实现。信息化缩短了双汇的市场反应

时间，提升了企业的品牌形象。可以

说，信息化为双汇更好地服务了上下

游两端的客户。

双汇集团信息化还和工业化、自

动化充分融合，创新了现代工业管理

模式，走出了一条农产品加工新的发

展之路。采购自动分级、自动结算、自

动投料生产、自动出入库等系统全面

承接 ERP订单、计划等数据，一线生
产、检验、经营数据自动上传 ERP系

统，延伸了数据管理链条，实现自动

化与信息化的完全对接，达到了生产

经营过程自动管控，助推了生产过程

自动化全面升级改造。

双汇集团用自动化、信息化实现

了“冷链生产、冷链配送、冷链销售、

连锁经营”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改

变了传统的“沿街串巷、设摊卖肉”的

模式，改变了中国卖肉没有品牌的历

史，开创了中国肉类品牌。

双汇的信息化建设获得国家多个

部委的高度评价。被科技部认定为第

一批“国家级制造业信息化工程重点

示范企业”，先后获得了“中国传统企

业信息化带动产业化”标兵、“企业信

息化百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软件

产品”、“省级科学技术成果”等荣誉。

“数字双汇”有效提升了产品安

全等级，也推动企业实现了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上世纪 80年代中期，
企业年销售额不足 1000万元，至 90
年代初已突破 1亿元，2000年突破 60
亿元，2003 年突破 100 亿元，2009 年
突破 400亿元，去年达到 500亿元。

“一支充满道德力量的铁军才是无敌的。”万隆告诉记者。

在经历“3·15”事件后，双汇集团迅速启动了“消费者走进双
汇”大型体验营销活动，作出了开放式办工厂、透明化办企业

的承诺，每年定期组织媒体和消费者到企业内部进行参观与

监督，使大家在公开、透明的方式下了解肉类食品生产的整个

过程。

2013 年 3 月 15 日，双汇集团再次邀请全国各地 120 名媒
体记者、200 名消费者代表，分两批参观了郑州双汇生产基地
车间，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严格的食品安全控制流程带给参

观者极大震撼，曾经的种种疑虑、误解和谣言都不攻自破。在

参观现场，记者听到最多的词汇就是“安全、信心、责任、大

气”。

双汇公共关系部主任张继伟表示，自双汇工业园区向社

会开放以来，每天都会有消费者通过网上报名参观，双汇为此

也专门指定了几名对生产流程比较熟悉，工作比较认真的接

待员轮流来为大家讲解。

据双汇新闻发言人刘金涛介绍，自 2011 年以来，双汇通过
集团的官方网站和媒体定期面向全社会征集参观志愿者，已

累计接待了将近 14 万名各界消费者参观全国各地工厂。
业内人士指出，双汇加强开放式办厂的目的是向消费者

展示一个真实的双汇，让消费者参与监督双汇食品安全。同

时，双汇此举也在向社会证明，双汇是透明化的生产、透明化

的管理、透明化的质量控制体系，双汇的产品质量是看得见

的，今后双汇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会经得起大众的检验。

底气成就大气，真诚感动上帝。刘金涛表示，今后，双汇将

继续坚持“开放式办工厂、透明化办企业”的方针，继续邀请广

大消费者和媒体记者到工厂实地参观、当面交流、监督指导。

努力打造安全双汇、透明双汇、阳光双汇、魅力双汇，不但当好

中国肉类行业的龙头，还要成为食品安全的企业典范。

全产业链双汇：提升安全系数

数字双汇：提升安全等级

开放双汇：彰显安全实力

媒体记者和消费者
应邀参观双汇工厂

“ 双汇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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