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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月 15日，双汇遭遇当头
棒喝！

“央视 3·15特别行动节目”抛出一
枚食品安全重弹，曝光了喂养“瘦肉精”

的生猪流入双汇。一时间，市场哗然。

15日当天，双汇发展股价跌停，市
值蒸发 103亿元。

一时间，产品下架、工厂停产、专

卖店倒戈，各种负面消息接踵而至，一

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席卷而来！

3月 31日，双汇集团召开“双汇万
人职工大会”，参会人员包括双汇集团

所有管理层、漯河本部职工、经销商和

新闻媒体。会上，万隆代表管理层向消

费者再次致歉，并对曝光“瘦肉精”事

件的央视等媒体表达了感谢。

为确保食品安全，杜绝类似事件

再次发生，万隆在会上宣读了双汇集

团的六项决定：1、强化源头控制，执行
生猪头头检验，原辅料强化批批检查。

2、成立双汇集团食品安全监督委员
会，监督企业各个环节。3、建立双汇集
团食品安全奖励基金，每年“3·15”做
总评。4、建立食品安全举报制度。5、引
入“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作为独立监督

机构进行第三方监测。6、加快养殖业
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提高企业对

产业链上下游的控制力。

双汇还决定，把每年的 3月 15日
确定为“食品安全警示教育日”，加强

法制和道德教育，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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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巨大的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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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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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媒体质疑，双汇主动邀请媒

体记者、消费者代表和经销商代表走

进双汇生产基地车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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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双汇通过开展

“数字双汇、全产业链双汇、开放双汇”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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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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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少华

而立前夕的双汇猜想
史密斯菲尔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肉供应商、美

国最大的猪肉制品供应商，具有优质的资产、健全的管理制度、专业

的管理团队和完善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2012年，史密斯菲尔德生
猪养殖量约为 1400万头，屠宰量约为 2800万头，约占全美屠宰量的
28%，肉制品生产量约为 130万吨，销售收入约 131亿美元。

想要收购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肉供应商，难度可想

而知。

2013年 5月 29日，双汇国际宣布，将以 71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
尔德。根据公告，双汇国际以每股 34美元的现金并购史密斯菲尔德
所有发行在外的股权。

消息一出，舆论对这起“小猪吃大猪”的收购案褒贬不一。

“双汇发展未来计划开发纯低温产品、同时做大屠宰规模，研发

和规模化屠宰，这些正是史密斯菲尔德的强项，有望帮助双汇实现更

快发展！”申银万国分析师周雅洁表示。

卓创资讯分析师姬光欣也对此次并购持积极态度。他表示，此次

并购加速了双汇海外业务的扩张，也为双汇带来了国外先进的管理

与生产经验。史密斯菲尔德成为双汇的全资子公司，也为双汇在海外

投资提供了方便。

虽然受“收购案”利好消息刺激，双汇发展持续高开高走，但质疑

声也从未停止。

“并购案即使顺利完成，至少也要两三年的磨合时间。企业走出去

的时候都需要一个过程，去美国投资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它的市场竞争

更加激烈。而中国企业在跨国管理这一块是一个薄弱环节。对双汇来说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好跟美国方面的关系，包括政府关系、员工关系

以及股东关系、消费者关系。”东方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表示。

国内某肉品加工企业一高管则表示，中国企业收购国外品牌肯

定是好事，但最重要的是收购后，如果要引入中国，能否本土化成功。

“另一家美国肉品企业荷美尔进入中国也十多年了，但对中国市

场也没有太大影响。双汇引入史密斯菲尔德，对低温肉制品是一个补

充，不过低温生产技术在 80 年代末期、90年代初就引入中国，已经
很成熟，真正难改变的是养殖。”该人士表示。

他告诉记者，美国养殖业成本相对比较低，价格也比中国便宜。

而国内养殖业比较分散，规模化程度不够，出栏率低，而肉料比又比

国外高，经济效益不如国外。

“此外，美国允许使用瘦肉精，与国内标准存在很大差异，这也是

双汇面临的一个问题。”该人士表示。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担忧，史密斯菲尔德和双汇却均表现出了十

足的信心。

史密斯菲尔德首席执行官拉瑞·珀普表示：“对于史密斯菲尔德

的全部股东、连同美国农民和美国农业而言，此次交易意义非凡。史

密斯菲尔德是世界领先及最可信赖的垂直一体化生猪养殖和加工企

业，收购完成后，我们将和双汇一起分享对于全球机遇的信心和坚持

产品安全和品质最高标准的承诺。”

万隆也表示：“收购协议达成，是双汇国际和史密斯菲尔德的历

史性时刻。这是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内最大的猪肉企业的结

合，集中了最先进的科技、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互补，将形成世界

最大的猪肉企业，为全世界提供优质、安全的肉类蛋白。双汇将被打

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大双汇。”

从 5月 29日到 9月 26日，经过 120天漫长的审查、调查、听证，
双汇与史密斯菲尔德一起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这起中美历史上

最大的并购案，最终收获了圆满成功。

这起中国企业迄今规模最大的赴美投资案，使双汇成为世界最

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也将引入史密斯菲尔德成熟的全产业链式经营

和管理模式，实现中国肉类加工企业在市场开发、技术创新、安全标

准等方面全面接轨国际的转型升级。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双汇收购案，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个典

型案例，意义深远。

早期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目的是市场。通过收购外国公司品

牌和海外销售渠道，结合中国的低制造成本优势，打开国际市场，可

概括成“资本走出去、商品走出去”。另一类常见的中国企业海外收

购，其目的是资源。通过收购外国公司，获得能源、矿产等资源。此类

“资本走出去、资源买回来”的并购案例，大多数都取得了成功。

在“资本走出去、商品走出去”难以成功，而“资本走出去、资源买

回来”适用范围狭窄的情况下，出现了第三种并购类型。这种新的并

购类型，目的不是 (或不仅 )为了获得国外市场、亦不是 (或不仅 )为了
获得国外资源，而是通过收购，获得国外公司的品牌、产品、技术和管

理经验，最终目的是发展中国市场，是“资本走出去、东西买回来”。双

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案，就属于此种类型。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胡迟

博士对记者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应被错误地理解为只是“商

品走出去”，而更应该是“资本走出去”，到海外去投资、并购。“资本走

出去、东西买回来”，是当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切实之选。此次双汇

收购案成功获批，为此种类型的海外并购提供了信心和经验，或将开

创海外并购新模式。

面对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双汇集团，谈及今后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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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几周，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就要

迎来他的“而立之年”了！

无独有偶，12月 3日，由央视财经频道主办、被誉为
“中国经济界奥斯卡”的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

30名候选人名单正式对外公布 ,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名列
其中。

评委会对万隆的推介理由为：围绕“开创中国肉类品

牌”，双汇走出了一条积极向海外拓展业务的扩张收购之

路。就在 2013年，双汇“小猪吃大猪”，以 71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此举也让双汇

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11月 7日，美国《时
代》周刊在全球评出十三位“食神”，万隆，这位中国肉类工

业的重量级人物，成为唯一上榜华裔企业家。

从 1984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市小型肉联厂，发展到
2011年销售额突破 500亿元的中国最大、世界一流的企业
集团；从 2011年突如其来的“瘦肉精”危机，到如今重登万
众瞩目的央视榜单。双汇，就这样风雨兼程，一路走来。

在广袤的中原腹地有一座精致的

小城，这就是首家中国食品名城———

漯河。

“出差到外地，提起漯河，好多人

都感到陌生，但一说到双汇，全国人民

都知道。”一位漯河市民告诉记者，双

汇已经成为漯河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20多年前，我们还是一个地方小
型肉联厂，既无技术，又无品牌，濒临

倒闭；如今，我们已成为中国最大、世

界一流的以生猪屠宰和肉类加工为主

的大型食品企业集团。”谈及企业的发

展，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感慨万千。

时间追溯到1984年。那一年，44岁
的万隆被职工全票推选为漯河市肉联

厂（双汇集团前身）厂长。

一座3000吨的冷库，一个日宰500
头生猪的屠宰车间和一座炼油坊，固

定资产只有468万元，却已累计亏损
580万元，这就是当时肉联厂的全部家
当。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万隆，决定放

开手脚大干一场。针对职工组织纪律

差，厂内偷盗现象严重的情况，他铁腕

建章立制；他打破凭身份用干部的老

框框，大力改革用工制度；他推行浮动

工资制，大幅度拉开收入差距。收不来

生猪，他又“趟雷”突破计划经济模式

下生猪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果断决定

在国家收购生猪规定的价格基础上每

0.5公斤上浮2分钱，面向市场收购。
招招击中要害，企业当年就结束

了26年的亏损历史，实现盈利8000元。
1986年，万隆把发展的目光又瞄

向了国外———开始向轻工业比较缺乏

的前苏联大举出口分割肉，成功实现

了由内贸向外贸的大转移。

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漯
河肉联厂80%的出口业务停顿。面对
几千双渴盼求助的眼睛，万隆果断拍

板，拿出当时的全部家底1600万元，投
资引进10条现代化火腿肠生产线。

1992年2月，第一支双汇牌火腿肠
下线。到1993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双汇就跻身国内火腿肠市场前三

强，双汇牌火腿肠荣获全国质量评比

第一名。当年实现销售收入7.5亿元，
利税7000万元。

1994年，万隆抓住外资由沿海向
内地转移的有利时机，果断与香港华

懋集团合资，引进资金1.27亿元，建立
了亚洲最大的肉制品大楼，当年实现

销售收入9.9亿元，利税8600万元。
1995年后，棋高一筹的万隆靠着

与外商合资，围绕主业发展上项目不

动摇，引进资金1100多万美元，开工建
设了总投资达2.6亿元的双汇食品城
一期工程，进一步夯实了双汇国内龙

头“老大”的地位。至1998年，仅一期工
程7个项目就实现销售收入3.68亿元，
利税10360万元，利润8625万元。

20世纪90年代末，资本市场全面
启动。精明的万隆再次抓住机遇：1998
年底，中国肉类加工第一股“双汇实

业”A股成功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募集
资金3亿多元。

手里有了钱的万隆再出大手笔，

资源整合步伐紧锣密鼓：在全国进行

产业布局，大举进行低成本扩张，原先

的许多同行被收归双汇旗下。与此同

时，开工建设食品城二期工程，年屠宰

量也由300万头一跃增加到600万头。
1999年，双汇率先把“冷链生产、

冷链销售、冷链配送、连锁经营”的肉

类加工营销模式引入中国，开创了中国

肉类品牌，改变了中国屠宰业“一把刀

杀猪，一口锅烫毛”的旧传统，推动了我

国肉类加工行业的变革和技术进步。

从2001年开始，在万隆主导下，双
汇先后从10多个国家引进了4000多套
先进生产设备，从屠宰到肉制品加工，

包括国内第一家引入冷鲜肉的屠宰线。

20多年来，双汇年销售额从上世
纪80年代中期的不足1000万元，至90
年代初突破1亿元，2000年突破60亿
元，2003年突破100亿元，2009年突破
400亿元，2010年达到500亿元。

双汇的发展势头，如日中天！

令人咂舌的发展速度

突如其来的危机风波

意义深远的跨国收购

双汇养殖基地

物流

2013年，双汇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其董事长万隆入围央视第十四
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候选人

旋毛虫检验检疫

双汇集团数据中心屠宰生产线

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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