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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
脉”，所以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央企主
要集中在石油、 化工、 航空航天、水
利、电力、军工等领域，虽然不可或
缺，但是离日常生活非常遥远。 其实，
从吃穿用住行到柴米油盐，公众身边
的很多常见品牌都具有央企血统。

食品类：金帝巧克力、蒙牛
牛奶、福临门、马兰拉面、雪
花啤酒……

“金帝”巧克力、“蒙牛”牛奶、“非
油炸”的五谷道场、时尚的“悦活”、居
家常用的“福临门”、买零食的“我买
网”、购物常去的“大悦城”都是中粮
集团旗下的品牌商品。

蒙牛在三聚氰胺事件中业绩遭
遇滑铁卢。 三聚氰胺事件后，牛根生
火速求援，以“保护民族品牌”的名义
泪洒“万言书”，最后中粮的宁高宁接
盘了这个“民族品牌”。 中粮入主蒙牛
后，市场普遍以中粮“国进”和蒙牛

“民退”来评价。 市场竞争环境下，任
何市场主体都有进和退的可能。 中粮
的入主， 不仅为蒙牛提供了现金流，
也为其贴上了可提高品牌形象和信
用支持的国有标签，同时也为牛根生
本人提供了退出机会。 业内曾有传
言， 牛根生打算在 2008 年退出蒙牛
管理层，专心负责“老牛慈善基金会”
的运作。 对于牛根生来说，如今的“国
进民退”或许是他本人心甘情愿和求
之不得的。

中国民族快餐“马兰拉面”，是中
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的
餐饮品牌，而蓝星公司是中国化工集
团公司的子公司。

马兰拉面源于中国北方传统面食
手工拉面，因其风味独特、经济实惠、
方便快捷而具有广泛的消费基础。 中

国蓝星(集团)总公司 1995年成立马兰
拉面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在中国
传统饮食文化的基础上， 借鉴了现代
快餐简捷、明快的风格，形成了中国传
统餐饮与现代快餐相结合的中式快餐
模式，将民间小吃变成现代快餐，从作
坊加工走向了工业化生产。

全国知名的“雪花啤酒”诞生于
沈阳啤酒厂，1964年中国啤酒产品评

比会上，雪花啤酒后来居上一举击败
中国所有的老牌啤酒，夺得第一。 当
时的“沈阳雪花啤酒（老雪花）”，现已
成为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旗下产品，更名为“华润雪花啤酒”。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的股
东是华润创业有限公司， 隶属华润
（集团）有限公司。

文化类：保利剧院……
休闲观影的保利影城、观看文艺

演出的保利剧院、投资电影拍摄与发
行的保利博纳、从事艺术品拍卖的北
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都隶属于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博纳影业集团是首家登陆美国
纳斯达克（上市代码 BONA）的中国内
地影视公司， 曾参与投资的影片有
《赤壁》、《投名状》、《长江七号》、《门
徒》、《窃听风云》等多类型影片。

北京保利 2012 年春拍 2.9325 亿
成交的李可染《万山红遍》是 2012 年
中国艺术品单价第一， 秋拍 1.012 亿
成交的王振鹏《江山胜览图》 则是

2012 年秋季全世界中国艺术品拍卖
中唯一过亿的拍品。 2013 年春季大型
拍卖会上，“清乾隆 紫檀高浮雕九龙
西番莲纹顶箱式大四件柜” 以 9315
万元的成交价刷新中国古董家具的
世界纪录， 并成为全球 2013 年春季
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中国艺术品。

出行类：国旅、东航、南航、
红旗、夏利……

假日旅行、商务咨询、酒店机票预
订等服务， 很多是通过中国国旅集团
有限公司和旗下子公司来完成， 也可
以通过中国港中旅集团为专门从事线
上旅游业务建立的电子商务平台芒果
网来进行旅行预定， 预定完成后乘坐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中国南方航
空集团公司的飞机抵达目的地。

常见的家用汽车“东风本田”、
“东风悦达·起亚”、“东风雪铁龙”、
“东风标致” 均为东风汽车公司旗下
品牌。“红旗”、“欧朗”、“奔腾”、“夏
利”“奥迪 A4L”均为中国第一汽车集
团公司旗下品牌产品。

红旗轿车在国人心目中有着不
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它代表着一段历
史， 是中国轿车工业从无到有的标
杆。 1958 年 8 月，中央急于在新中国
成立十周年庆典上用上国产的高级
轿车，所以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
级轿车的任务。 一汽人用从吉林工业
大学借来的一辆 1955 年的克莱斯勒
高级轿车为蓝本，根据中国的民族特
色进行改进后以手工制成了中国第
一辆真正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1983 年，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红旗遭到“油耗高，浪费能源”等非议
和一些外行错误的建议，最后中央决
定停止红旗生产。 从此，图腾般的老
红旗就定格在历史中了。 目前，一汽
集团给予红旗品牌前所未有的重视，
要“不计一切搞自主”， 这总算让人们
看到名族汽车品牌的希望。

近日从浙江省交通厅获悉， 中铁一局四公司云景项目在
2012年代表中铁一局在浙江省信用评价中，获得了 98 分的好
成绩，信用评价为“ＡＡ”，这是云景项目在浙江省信用评价中
连续第三年获得此项荣誉， 在浙江市场为中铁一局树立了良
好的品牌形象。 云景高速公路于 2009年 7月 18日正式开工，
2012 年 10 月 1 日竣工，2013 年 4 月 10 日正式通车， 建设工
期历时 38个月。 云景高速公路的通车标志着浙江省最后一个
县结束了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全省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自治
县自此迈上发展的快车道。 （李根学）

在中国，中
央企业是无处不
在的， 他们既时
尚又传统， 有时
寡言、有时高调，
有 时 候 平 易 近
人、 有时候神秘
遥远。

“

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本报记者 梁隽妤

中化国际进入
化工制造业领域

资讯民生央企 品牌中国

近日， 在中国证监会公布的 2013 年 2 季度上市公司行
业分类结果中， 中化集团控股上市企业中化国际 （控股） 股
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化国际， SH.600500） 由批发零售业调
整为化工制造业。 这彰显中化国际的产业化战略转型已见成
效， 得到了监管部门以及资本市场的认可。

近年来， 中化国际主业进一步聚焦， 经营内涵发生了深
刻变化， 已由一家贸易企业转变为以研发、 制造及加工为主
的产业型集团公司。

此次行业分类的变更， 将有助于提高中化国际在资本市
场上的估值水平，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的股东价值，并为公司
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化国际拥有 11个精细化工研究所、7个配套齐全
的精细化工产业基地，精细化工产能共计 180 万吨/年。 此外
公司还拥有 17.3万吨农药产能，8 万公顷橡胶和油棕种植园，
27.3万公顷土地储备和 63 万吨加工产能 ， 并控制船舶运力
62 万吨及 6000 多个集装罐量，拥有各项专利 60 项，研发、生
产及种植人员 15051人。

近年来， 中化国际在精细化工领域先后并购江山股份、
扬农集团、 江苏圣奥等优质企业。 在天然橡胶领域， 公司快
速拓展非洲、 亚洲的天然橡胶业务。

在农药领域， 公司成功将分销业务拓展到澳大利亚、 新
西兰地区。 在化工物流领域， 公司收购的美国 Newport 公司
股权项目预计在 7月份实现项目交割。

（张博）

中铁一局荣获浙江省
信用评价 AA级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