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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居全球乳业第一阵营
伊利是如何做到的
改革开放历经 40 年，为各行各业释
放出巨大活力。中国乳业也把握住时代
机遇，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伊利集团从
一个地方小厂成长为全球领先的知名乳
企，其发展历程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
缩影。
在荷兰合作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乳
业 20 强”榜单中，伊利集团蝉联亚洲乳业
第一，收获亚洲乳企最高排名，稳居全球
乳业第一阵营。伊利何以能够跻身全球
乳业前列，引领亚洲乳业发展？答案是把
握时代机遇，
实现“加速度”
发展。

乘着改革东风，保持领先
的“增长加速度”
改革开放拆除阻碍发展的藩篱，激发
了亿万人的活力，也为中国乳业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升级技术装备，引进先
进理念，在 40 年改革开放历程里，中国乳
制品行业的市场和产量实现了几十倍的
增长。伊利紧跟时代步伐，深化企业改
革，经营业绩快速增长。2013 年，伊利营
收 达 到 477.79 亿 元 ，首 次 迈 入“ 全 球 10
强”，
成为亚洲第一。2015 年，
伊利营收突
破 600 亿元，蝉联亚洲第一。2017 年，伊
利营收达到 680.58 亿元，继续蝉联亚洲第
一，稳居全球乳业第一阵营。如今，伊利
正延续着强劲的“增长加速度”，向着更高
目标迈进。2018 年一季度，伊利营收已达
195.76 亿元，
同比增长了 25.1%。

把握消费趋势，呈现创新
的“产品加速度”
在超市里，伊利的安慕希“黄桃+燕
麦”口味酸奶被年轻女性频频放入购物车
中。这款酸奶为何如此让人迷恋？伊利
最懂其中的秘诀。年轻女性既追求味蕾
的享受，还要保持窈窕身材，伊利深入洞
察这一消费需求，于是就有了这款创新产
品。
不断升级、高速增长的安慕希酸奶是
伊利“产品加速度”的典型代表，40 亿、80
亿、100 亿……安慕希以上市三年年均增
长超 200%的增幅占据常温酸奶市场半壁
江山。2017 年，伊利有 11 款产品年销售
额超过 10 亿，
强势引领乳品消费潮流。

打造国际品牌，成就“品牌
加速度”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赛场，赛事激烈，
群情振奋，在热烈的掌声中，伊利品牌频
频呈现在人们眼中，受到全世界亿万消费
者的瞩目。
2005 年，伊利凭借卓越品质成功牵手
北京奥运会，成为国内唯一一家符合奥运
标准、为 2008 年奥运会提供乳制品的企
业。2017 年，伊利又成为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唯一乳制品合作伙
伴，成就了中国乳业新的里程碑。加速度

渣场变林场
中铁八局二公司建成生态示范线

西南地区首条普速铁路生态
文明示范线——重庆铁路枢纽东
环线建成首个生态渣场园林，该
园林位于渝北区龙兴镇袁家湾的
重庆东环线建设现场，花园中的
桂花树、柚子树、红叶石楠和麦冬
草在盛夏中枝繁叶茂，为市民撑
起一片绿荫。
据了解，龙兴镇袁家湾弃渣
场 原 来 是 一 片 荒 地 ，占 地 面 积
43.9 亩，设计弃渣容量 12.1 万方，
弃渣场施工将占用大量土地资
源，影响范围广，多台大型工程机
械施作于此，管理难度大，大量弃
渣堆积也将改变原地貌及植被，
因此，中铁八局二公司决定将东
环线袁家湾弃渣场作为生态文明
示范点，
试点“渣场变园林”。

中铁八局二公司铁路枢纽东
环线项目经理部党工委书记孙龙
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说，整
条东环线穿越多处国家级生态敏
感区，线路频繁上穿下跨，建设中
面临环保问题多且复杂，工程选
址及弃渣固废、废水污水的处理
难度，对项目提出了更高的环保
水保要求。
据中铁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
项目部总工程师介绍，在施工前
将表土剥离单独堆放，并采取临
时防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弃渣
后将原剥离的表土覆盖于渣土表
面，覆盖厚度约半米，完全达到种
植植物和农作物水平。首个由渣
场变身的园林建成后，相当于近 4
个足球场大，整个重庆铁路枢纽
东环线将成为西南地区普速铁路
首条生态文明示范线。

为了净化首都房地产经纪行业市场，规
范房地产经纪的经营行为，海淀工商分局近
期大力开展房地产经纪机构专项整治行动。
海淀工商分局召开了专项工作部署会，要求
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严格落实各项执法检查
工作，切实做好此次房地产经纪机构专项整
治工作。
一是检查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否在经营场
所明显位置公示房地产经纪服务内容、服务
标准；二是严查房地产经纪机构拖延支付客
户资金问题；三是严查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
害承租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四是严查房
地产经纪机构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合同及其他
欺诈行为。
下一步，海淀工商分局还将继续开展房地
产经纪机构专项整治工作不放松，严格规范房
地产经纪机构行为，深化对房地产经纪机构的
行政指导，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
辖区秩序稳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定协调发展。

成长的伊利品牌，不断得到国际权威机构
肯定。根据 WPP 发布的“2018 年 BrandZ
最具价值中国品牌 100 强”，伊利再度蝉
联食品和乳品行业第一，2013—2018 年连
续 6 年问鼎行业榜首。

勇担社会责任，推动“企业
责任加速度”
跨越 25000 公里，覆盖中国近 1/3 省
份，
“伊利营养 2020”为贫困地区成千上万
的学子提供的学生奶，每一滴都融入了伊
利的关爱与责任。改革开放为伊利发展
提供了优渥环境，伊利在发展中主动履行
社会责任，堪称企业表率。伊利秉承“平
衡为主、责任为先”的伊利法则，升级了面
向未来的“共享健康可持续发展（CSD）体
系”，涵盖产业链共赢、质量与创新、社会
公益、营养与健康等多个领域。通过传授
技术、提供融资、协同产业、共担风险，伊
利帮助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发展。
“ 伊利
营养 2020”
“伊利方舟”……一个个公益项
目，帮扶中国儿童健康成长。节能、减排、
防污染，伊利发挥龙头作用，打造“绿色产
业链”，带动产业链实现可持续发展。保
护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伊利以一己担
当守护绿水青山。因为在履行社会责任，
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贡献，伊利成
为中国食品行业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
家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
的企业。
（王雪）

中铁九局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
杨福刚获评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在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联合组织开展的 2016—2017 年度全国青年岗
位能手（标兵）评选活动中，中铁九局大连分
公司副总经理杨福刚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
殊荣。杨福刚多次被评为局级“优秀毕业生
标兵”、
“ 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被股份公司
评为“优秀青年项目经理”和“十大最美中铁
人”，被辽宁省国资委授予“省（中）直企业优
秀共产党员”称号。他负责施工的刚果（金）
SICOMINES 铜 钴 矿 采 选 冶 一 期 工 程 荣 获
2017 年度中国建设境外工程鲁班奖。
（张灿）

声韵配音欲突围配音行业乱象
现在的人们注重精神消费，各种传播媒体、影视
剧作都需要有惟妙惟肖的声音来传达精彩，配音行
业也因此被推动快速发展。但是配音行业尚不规
范，
配音质量也良莠不齐，
整个行业乱象丛生。
声韵配音以“以匠心筑有声”为工作理念，用心
去做每一件作品，
让声音去传达最美的意境。
声韵配音于 2010 年创建到现在已有 8 年，组建
了近百名风格迥异的专业配音队伍，先后为各大电

天津飞腾 CPU 芯片均为自主研发

黄猛 本报记者 龚友国

海淀工商分局
开展房地产经纪机构专项整治

日前，有报道称国内自主芯片领军厂商——天
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存在芯片造假。8 月 3 日，
天津飞腾就此事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称，天津飞腾
的 CPU 产品基于 ARM 技术架构研发，但包括 CPU
计算模块（内核）在内的代码部分均为公司历时多年
自主研发完成。
“ 我们从未向 ARM 购买包括 Cortex
A57 在内的任何 CPU 产品，更不可能将没有购买过
的产品打上所谓标签推向市场。”飞腾公司总经理谷
虹回应道。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年化收益超 20%
7 月 A 股市场小幅反弹，受宽松政策信号增多刺
激，金融地产板块表现格外活跃。在板块行情驱动
下，相关主题基金表现居前，根据银河证券最新数
据，工银瑞信金融地产混合基金自 2013 年 8 月 26 日
成立以来，该基金已累计实现收益 180.32%，平均年
化收益高达 23.3%，成为同主题基金中年化收益超
20%的一只产品。新资管格局下，金融龙头集聚效
应将日益凸显，金融板块估值处于历史低位，金融地
产主题基金的配置价值值得关注。

视台及广播电台录制频道声及片花达到上万条之
多，从央视的大品牌到小广播，声韵配音让声音的艺
术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声音是声韵配音的最大追求，声韵配音一直在
努力达到声声不息、匠心之韵。声韵配音将不断推
出新作品，做出新成绩，为满足各类声音的不同需求
而默默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而配音行业需要这种
专业、能沉下心做实事的企业。

“太阳能吃货小镇”总部正式开张
8 月 2 日，中国第一个“太阳能吃货小镇”在中国
皇明太阳谷揭幕。同时，举办了“全球‘太阳能美食
季’
（秋）暨世界‘烹饪方式革命’”论坛。据了解，
“太
阳能吃货小镇”的“吃”只是其中一个板块，实质这里
是以太阳能为主要能源的和生活方式的大体系，涵
盖太阳能美食、太阳能文化、太阳能酒店、太阳能社
区、太阳能交通、太阳能工业、太阳能农业、太阳能养
老业、太阳能博物馆等。日常生活的太阳能热水、太
阳能净水、太阳能照明、太阳能采暖、太阳能空调、太
阳能未来建筑、太阳能绿活礼品很全面，可以说“一
切皆可太阳能”。

广西建工四建主题活动亮点不断
广西建工四建公司以提升企业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重点，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
导广大干部职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新时代
四建人”。在主题活动中，该公司先后召开首届“巾
帼标兵”表彰大会、首届“技术能手”颁奖典礼、首届
“员工新秀”颁奖典礼，共表彰 27 名先进女职工、18
名技术能手和 49 名员工新秀。
（何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