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专注成就民族品牌

从中国内陆城市的一个小小肉联厂蝶变为全

球最大的猪肉跨国公司，双汇早已成为中国民族品

牌和民族产业的一面旗帜。

回眸近 40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双汇始终

踏着时代的脉搏，一路披荆斩棘、务实创新，创造了

中国肉类行业一个又一个“第一”，引领着中国肉类

工业的技术进步、管理升级、结构调整和品牌升级，

以国际化的视野和理念诠释了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创新发展的深刻内涵，走出了一条民族企业做

大做强的成功之路。

双汇的成功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自身的选择

使然。这其中，专注主业，发挥行业标杆引领作用

可以说也是双汇成功的核心密码。肉食品行业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朝阳产业，也是一个大产业。在不

断发展壮大的进程中，双汇确立了“实业为本，专注

肉食，做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肉类服务商”的发展

目标，并始终坚持围绕肉类加工上项目，不相关的

产业不做，不熟悉的产业不做，一以贯之将肉类产

业做大、做强、做专、做精，让中国人吃上放心肉。

当然，在近 40年的艰辛行进中，双汇的“专业

专注”发展战略也接受了市场竞争的各种考验，抵

制了各种利益诱惑。如自 1994 年开始引进外资

时，双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选商引

资，坚持“发展方向不偏离，发展战略不改变，企业

利益不损害，企业品牌不丧失”的原则，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保证企业发展战略不转向。1998年股票上

市后，双汇把所有募集到的资金都投入到新建项目

上，而不是像当时一些上市公司挪用资金去炒股，

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2006年双汇进行资产重

组，选择的投资商为财务投资商，避免了民族品牌

主导权可能丧失的风险。2012年双汇肉类产业整

体上市，持续壮大了主业实力。2013年走出去海

外并购，选择的并购对象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仍

然是肉类产业。可以说，专业专注在很大程度上成

就了双汇的成功。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壮阔征程中，双汇这种应时而动、专业专注的发

展模式，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农业现代

化和乡村振兴，对国计民生的食品安全以及新时代

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等，应该具有重要的

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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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财富Plus全球同步发布了最新的

《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双汇母公司万洲国际

以第474位入选该榜单。

此外，万洲国际子公司双汇发展也于此前入选

2021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位列第151位。

从一个资不抵债的内陆城市小型肉联厂，蝶

变为全球最大的猪肉跨国公司，并持续发力上榜

世界500强，双汇传奇的奥妙何在？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回首过往，双汇创始

人、万洲国际董事局主席万隆感叹道：“每个企业

都是时代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创新这三把钥

匙，就没有双汇的今天，也不会有双汇的明天。”

●● ●● ●●

双汇：应时而动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万洲国际入选《财富》世界500强的奥妙探寻

敢为人先 踏准改革的节拍

开放借力 合着时代的脚步

开放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当今中国不变的
主旋律。在艰辛的创业进程中，万隆也在第一时间意识到
了对外开放、借力发展的独特价值。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避免国内市场的肉搏战，万
隆就决定把重心转向海外市场。为取得出口资格，1985
年，漯河肉联厂在资金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投资了 55万元
对分割肉车间及其配套设施进行技术改造，为企业争取到
了50吨对外出口分割肉的资格，使企业走上了一条依靠外
贸出口发展的道路。从此，万隆更加坚定地踏上了开放发
展之路。

1992年，双汇经过对市场的周密考察和深入研究，提
出上“火腿肠”项目的构想，拿出了当时仅有的1200万元家
当，一次性从日本、德国、瑞士引进火腿肠生产线 10条，快
速启动火腿肠项目。从 1992年 2月 10日第一根“双汇”牌
火腿肠问世，到1993年年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双汇”就
跻身国内火腿肠市场前三强。

1994年，双汇与香港华懋集团合资，建成了亚洲最大
的肉制品大楼，当年生产能力就增长了 104%。这一时期，
先后在双汇投资的有美国、日本、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德
国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建立了 30多家合资公司，合
资给双汇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血液。此后，双汇火腿
肠生产线以每年 20条、30条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先期的
几家肉类加工企业，仅用 6年的时间实现了产销量全国第
一，一举奠定了双汇在中国肉类行业第一的位置。

2013年，万隆又做出了一个震惊全球市场的决定：双
汇国际斥资71亿美元，并购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美国
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后者创立于1936年，当时已是世界上
最大的生猪养殖和猪肉加工商，名下拥有诸多家喻户晓的
食品品牌，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弗吉尼亚州史密斯菲
尔德小镇是远近闻名的世界火腿之都。

当时美国史密斯菲尔德的总资产 100亿美元，净资产
42亿美元，销售额131亿美元；而双汇国内业务的全部资产
为 200亿人民币，净资产 130亿元，销售额 400多亿元。无
论是资产规模、净资产、销售规模，史密斯菲尔德都比双汇
要大很多。为解决资金问题，双汇国际成功融资40多亿美
元，在美国发行票据融资9亿美元，确保了整体并购资金的
及时到位。

2013年 5月，双汇国际与美国史密斯菲尔德签署了收
购协议。在历经美国国会听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批、
多个国家反垄断调查、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听证、美国外
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和董事会、股东会的投票通过，于当年
9月26日正式以71亿美元完成了对史密斯菲尔德的收购。

双汇的这一举动，不仅创下了当时中国企业最大的赴

美收购案，也成为中国肉类行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改变了
世界猪肉行业的格局。这一步，使双汇由中国企业变成跨
国公司，由国内经营变成跨国经营，由中国最大的肉类企业
变成了全球最大的猪肉加工企业，双汇也从此进入了跨国
经营的新阶段。

“海外并购只是双汇走出去的第一步，走得出还要站得
稳，经营好、管理好、效益好才是跨国经营的目的，这对双汇
来说仍是一个考验。”万隆说。

为更好地适应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万隆构建了全球化
管控体系，实行国际化经营、本土化管理，美国人管美国的
企业，欧洲人管欧洲的企业。同时向全球所属公司输出管
理文化和机制，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实施及时的信息跟
踪，虽然远隔太平洋，通过信息化，总部对每个公司每天的
运行状况和经营效益都了如指掌。

真金不怕火炼。并购后一年内，双汇整合中美欧 100
多家所属公司，组成万洲国际在香港上市，上市三周年，即

2017年入选香港恒生指数成份股，成为港股大蓝筹。
今年6月17日，万洲国际再次宣布，旗下史密斯菲尔德

食品公司已完成对中欧肉制品加工商 Mecom集团 100%
股权的收购。至此，Mecom集团已成为万洲国际间接全资
拥有附属公司。据介绍，Mecom集团是斯洛伐克的市场领
导者，也是匈牙利第二大肉制品生产商。舆论普遍认为，这
一收购在地域上进一步扩充、连接了万洲国际已有的欧洲
业务版图，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欧洲及全球市场的领导地
位。

“双汇作为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长期以来始终站
位全球，紧盯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进行资源配
置、技术融合和产融结合。”万隆说，作为中国走出去的跨国
公司，双汇在世界经济重构和发展中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今
后，双汇将一如既往在参与更多国际事务、谋求更大市场份
额中更好树立中国企业的民族品牌，展示中国企业的良好
形象。

精益求精 点燃创新的引擎

双汇总部所在的漯河市，沙河、澧河在这里交汇穿城
而过，1989年创建的“双汇”品牌就是由此得名。这个在
当时极具新意的名称，正是双汇改革创新精神的生动
写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站位全球，敢为人先，
由一个资不抵债的小厂华丽蝶变为世界 500强企业，创
新早已成为双汇最重要的基因。

双汇在产品创新上一直引领潮流。在漯河双汇工业
园产品展厅，货架上琳琅满目的产品好似一场食品博览
会，除了熟悉的双汇王中王、玉米热狗肠，更有新潮时尚
的辣吗？辣、火炫风刻花香肠、双汇筷厨、手撕蛋白素肉
等。讲解员介绍，这里展出的熟制产品有200多种。

知常明变者进，守正创新者赢。纵观双汇近四十年
的高速发展，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企业始终走在
创新前沿，在引领行业发展上步步为赢。

1992年 2月 10日，漯河肉联厂生产的第一支“双汇”
牌火腿肠呱呱坠地。不到半年时间，双汇集团跨入国内
肉类加工业前三强。

2000年，双汇第一条冷链分割生产线建成投产，实行
“冷链生产、冷链销售、冷链配送、连锁经营”的模式。结
束了中国卖肉没有品牌的历史，改变了几千年来走街串
巷、“一把刀、一杆秤”设摊卖肉的营销模式。自此，传统
的热分割改为冷分割，分散检验改为同步检验，粗放加工
改为精细化分割，“冷鲜肉”的品牌开始打响，国内屠宰业
开启新的革命。

2015年起，双汇发挥中美企业协同效应，郑州双汇美
式工厂建成投产，引进美国肉类品牌Smithfield，生产高
品质的美式产品，彰显了双汇肉制品“由高温向低温转

变、由食品向食材转变、由传统产品向西式产
品转变”的持续创新转型思路。

坚持围绕消费者需求，双汇创新、细化产
品种类，把一头猪分成200多个产品，实现了内
外贸相结合，粗加工与深加工相结合，生加工

与熟加工相结合。
“双汇目前正围绕高温、低温、中式工业化、餐饮、休

闲、大健康六大产品战略，推出系列新产品投放市场，每
年推出的新产品销量占总销量的 10%以上，形成了 1000
多种肉制品的产品群。”双汇发展总裁马相杰介绍。

不仅产品在创新，双汇的营销方式也在与时俱进。
如今，登录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的“双汇生鲜官方旗舰
店”，带筋猪蹄块、五花肉丁、里脊肉片等各类产品应有尽
有，消费者轻点鼠标、微动指尖，便可通过专业的冷链运
输系统，快速品尝到双汇或Smithfield的美味。

食品安全是食品企业的生命。“产品质量无小事，食
品安全大如天”，是双汇最重要的企业文化。万隆认为，
肉类行业是传统行业，也是民生行业，更是与老百姓获得
感、幸福感最直接相关的行业。所以，双汇始终坚持“消

费者的安全与健康高于一切，双汇品牌形象和信誉高于
一切”的质量方针，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
产品、技术、设备和食品安全控制理念，用现代大工业改
造传统肉类行业，以确保让家家户户吃上放心肉。特别
是，在整合产业链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的过程中，双汇力促
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建立起了一整套标准化体系，实
现了原料使用批批把关、生猪屠宰头头检验、成品出厂批
批检测、供产运销全程追溯。“双汇每天屠宰的每头生猪、
每家客商的业务往来，都全程信息化控制；猪从哪里来、
肉到哪里去、质量怎么样，以及产品的销量、等级、成本、
盈利及收款等，都实现信息化管理和追溯。”双汇质量管
理部门负责人说。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在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的新征程中，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双汇打造成
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食品加工企业，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
的民族品牌？

“万洲国际是全球规模最大、布局最广、产业链最完
善、最具竞争力的猪肉食品企业。上榜世界 500强，充分
彰显了企业的国际化品牌价值。‘十四五’时期，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将继续抓住改革
开放、‘一带一路’等时代机遇，突出主导产业、不断调整
结构、整合全球资源，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
链，走民族企业创新发展、开放合作之路，打造更具国际
竞争力的民族品牌，让全世界吃得安心，吃得放心。”面对
未来，万隆信心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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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汇的前身是漯河肉联厂，企业改革前只有一条日屠
宰500头的生产线、3000吨冷库和一个炼油坊，一年里有
半年多时间“烟囱不冒烟”，企业资不抵债，濒临倒闭。

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漯河肉联厂作为
第一批改革试点企业被率先推向市场。也就是在那一年，
万隆通过职工民主投票，全票当选厂长。他上任的“三把
火”就是“砸三铁”：打破铁工资，奖金向一线工人倾斜，多
劳多得；打破铁交椅，能者上、平者降、庸者下；打破铁饭
碗，彻底清除浑水摸鱼者。当年年底，肉联厂就扭亏为盈。

这其中，流传甚广的是“两分钱的故事”。当时的猪肉
市场还没有放开，老百姓仍需凭票购肉，要想扩大供应，满
足需求，就必须扩大生猪的采购。但因为猪价低，农民养
猪的积极性并不高。撬动肉联厂的“杠杆”就是提高生猪
收购价格。当时的生猪收购价由国家统一规定，不是一个
小小的肉联厂能够决定的。私自提价，是对当时计划价格
体系的挑战。但国家当时出台的一项政策让万隆看到了
希望，政策规定企业在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之后，可
以根据自身需要购进一些原材料。这意味着原料价格将
会放开，万隆决定先行一步，漯河肉联厂将生猪收购价格
每斤比国家规定价上浮 2分钱。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漯
河及周边地区，对农民产生了不小的“诱惑”。方圆百十里
乡村的生猪源源不断地涌进漯河肉联厂，停工待料、无米
下炊的漯河肉联厂一下子变活了。

正是这两分钱的杠杆，撬活了亏损 26年的漯河肉联
厂，也使万隆在艰辛的起步中意识到了坚持改革、按市场
规律办事的重要性。此后，在双汇的发展史中，几乎每一
个关键步骤，双汇都踏准了改革的节拍。

1994年，双汇与香港华懋集团合资，引进外资1.27亿
元，成为当时中国肉类行业最大的合资公司。合资后的双
汇如虎添翼，产权更加明晰、机制更加灵活，陆续又吸引了
来自美国、日本等16家外商投资，建立30多家合资公司，
使双汇迅速做大规模与实力。

1998年，双汇开始股份制改造，“双汇实业”A股股票
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双汇借此从河南走向全国，成为中国
知名的大型食品集团。

此后，双汇持续改革不止步。到2012年，双汇母公司
把 65.5亿元净资产的肉类及相关业务注入双汇发展，实
现整体上市。2013年，双汇以71亿美元收购全球最大的
猪肉食品企业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创下当时中美史上
最大的并购案，改变了世界猪肉行业的格局。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近四十年来，
双汇大胆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等各项改革，为企业做大做强
做久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双汇的发展壮大，根本上得益
于国家制度的改革和历史契机的提供。”万隆说。

双汇新总部示意图

美式工厂双汇改革发展历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