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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汇生鲜品
厂商连线共谋新征程

片仔癀携手《大国品牌》
开启品牌新篇章

郑州市轨道交通 4 号线正式开通运营

12 月 25 日，由《国际工程与劳务》

杂志社主办的“2020 国际工程杰出人

物”颁奖典礼在西安举行。中国对外承

包工程商会房秋晨会长发表致辞。出席

承包商会七届六次理事会暨 2020 行业

年会的会员企业，来自全国各地的相关

商务主管部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

以及机械设备、咨询服务等产业链相关

企业代表共计 400 余人出席了典礼。

本届颁奖典礼由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支持。

“国际工程杰出人物”推选活动是

《国际工程与劳务》杂志社连续第三年

举办，经过国务院国资委所属职业经理

研究中心初评、评审委员会审定、网上

公示等程序，最终推选出 18 位具有影

响力、领导力、创新力，并作出突出贡

献的行业企业代表。他们是：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裁汪文忠，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副总裁陈重，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

12 月 28 日，2021 双汇生鲜品厂商发展

研讨会成功召开。因疫情防控需要，此次年

度盛会以“视频连线，分区组织”的形式召

开，双汇发展连线万洲国际设立主会场，全

国分大区设立分会场。万洲国际董事局主席、

双汇发展董事长万隆，双汇发展总裁马相杰，

万洲国际、双汇发展、生鲜品事业部高管，

相关项目经理、销售大区经理及经销商代表

等 800 余人连线参会。会议由双汇发展党委

书记杜俊甫主持。

2020 年是极其特别的一年。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国内外经济社会

的正常运行，加之非洲猪瘟疫情带来的高猪

价行情，终端消费抑制，市场需求不振，国

内猪肉行业承受着多重压力。面对前所未有

的严峻形势和困难挑战，在万隆董事长的坚

强领导下，双汇厂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

展信心，积极应对化解各种挑战，坚定不移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中外协同参与国内市场

竞争，经受住了两个疫情的考验，在极具挑

战的年份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保持了企业的

稳健发展。

万隆董事长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剖析

了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对中国肉类行业的影

响，对企业在抗击两大疫情中的表现和举措

给予了充分肯定。2021 年，是“十四五”发

展的开局之年。面对深刻变化的内外部环境，

万隆董事长站在全球肉类行业的高度为双汇

科学谋定了前进道路。“十四五”期间，双

汇将继续坚持“调结构、扩网络、促转型、

上规模”的既定方针，改造工业推动产业升

级，整合物流产业实现一体化发展，扩大财

务公司功能做好供应链融资，发展大外贸参

与竞争实现双循环，推动企业向深加工转变，

向快消品转变，向服务型企业转变。

双汇发展总裁马相杰在致辞中表示，经

12 月 18 日，片仔癀与《大国品牌》战略发布会暨

首映式在厦门举行。《大国品牌》出品人吴纲，漳州

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建顺及

各界重要嘉宾云集现场，共同见证漳州片仔癀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片仔癀”）品牌发展步入崭

新阶段。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黄进明对到场的领导及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表

示，片仔癀携手《大国品牌》，不仅重述“片仔癀”

的传奇，还赋予“片仔癀”更高更新更专业的维度，

让世界更清晰地看到中药之合美。“传承中药文化，

创新经典名药”是片仔癀人的使命。当前公司坚持“一

核二翼”大健康发展战略，构建三级研发平台，让中

药说得清、道得明，精准用药、安全用药。回顾过去，

片仔癀用工匠精神做出了大国品牌。展望未来，片仔

12 月 26 日上午 11 时，郑州市轨道交通 4 号线正

式开通运营，标志着中铁七局电务公司承建的 4 号线

工程正线风水电安装及装修工程施工 08 标段项目部圆

满完成了施工建设任务。

郑州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工程北起于惠济区江山路

以西，南止于南四环以北的河西北路站，正线采用地

下敷设方式；线路全长 29.287km，设站 27 座。公司

承建了正线风水电安装及装修工程施工 08 标段，施工

范围包括三站二区间及出入场线，主要施工内容为通

风空调系统、给排水及消防系统、低压配电与照明系

统安装、车站非公共区和公共区装修施工、市政管网

接驳及站前广场装修、防火封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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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国际工程杰出人物”颁奖典礼成功举办

限公司总经理季晓勇，中国化学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武宪功，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裁王一彤，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党委委员杨时榜，中国建筑国际工

程公司总经理王少峰，中国路桥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卢山，中国港湾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白银战，中国土

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陈思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李银生，中国葛洲

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刘怀亮，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旭，中国铁建华南区域

总部党委书记、总经理（中铁二十局集

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勇，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金祥，

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邓文华，中石化炼化工

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向文武，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历了新冠肺炎和非洲猪瘟“双疫情”的洗礼，

国内小散乱差的屠宰企业将大量退出，市场

空间更加广阔，行业竞争更趋有序，双汇屠

宰业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经过“双疫

情”期间的探索、实践和积累，双汇各项应

对措施效果显著，进口肉内销网络日趋完善，

终端运营新模式全面推行，抗风险能力持续

增强，适应了形势新变化，增强了发展新动

能。这些特殊形势下经受住考验的经营策略

和应对措施，在“十四五”正常的经营环境

中，必将为双汇屠宰业做大规模、做优产业、

做多效益、做强实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奠

定坚实的市场基础。

会上，双汇发展副总裁、生鲜品事业部

总经理宁洪伟作主题报告，对 2020 年双汇

生鲜品事业部主要工作进行回顾，重点分析

了 2021 年中国屠宰行业的发展形势，并对

2021 年双汇屠宰业的市场运作思路及支持政

策进行了深度解读，系统部署了新一年的运

营工作。

会议现场公布了双汇生鲜品事业部 2020

年优秀经销商、战略合作伙伴、专注合作客

户等奖项获奖名单，颁奖典礼在各分会场分

别举行。

随后，在厂商交流环节，厂商双方就企

业“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 年双汇生鲜品

事业部经营策略和配套目标等话题，进行了

充分探讨和交流，共同谋划“十四五”发展

新征程。

“后疫情时代”国内肉类市场既充满挑

战，也蕴藏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凭借几十年

积累沉淀的发展优势、强大的客户队伍和市

场网络，以及新发展阶段更趋公平合理的竞

争环境，双汇将紧紧抓住历史机遇期，牢牢

把握发展主动权，用新思路谋求新发展，在

新征程迈上新台阶，开创双汇生鲜品新时期

厂商发展的新局面。

党委委员黄杰。

为了更好地宣传行业杰出人物的卓

越功绩和光辉形象，强化国家尊崇与民

族记忆，同时也是为了营造广大海外建

设者尽责担当、攻坚克难的行业文化氛

围，树立见贤思齐、追求卓越的行业风

尚，杂志社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七

届六次理事会暨 2020 行业年会期间特

别举办了本次“2020国际工程杰出人物”

颁奖典礼，以期在全行业传播正能量，

弘扬主旋律。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房秋晨会长

在典礼致辞中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

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新时代新

征程，杰出人物的英名伟绩，是激励全

行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火炬，

是引领全行业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的榜

样力量。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乱

云飞渡，才识劲柏风姿。杰出人物们一

言一行诠释的，是初心使命，一心一意

铸造的，是中国品牌。

颁奖典礼上，18 位杰出人物及代表

登台领奖。他们攻坚克难、舍身奉献的

精神振奋着在场 400 余名听众。杰出

人物们面对重大挑战、重大风险时，既

表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又凸显了能成

事的真本领，他们将自己的工作融入到

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洪流中。

以杰出人物为榜样，让奉献与担当的价

值观蔚然成风，让新气象新作为不断展

现，我们就一定能汇聚起建设“一带一

路”实现互联互通的磅礴力量；中国对

外承包工程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必将

因广大从业人员英雄般的奋斗而更加

精彩。

癀将秉承良药济世、臻于至善价值观，以创新意志铸

长盛基业。

《大国品牌》出品人吴纲在致辞时指出：《大国

品牌》之所以与片仔癀结缘，正是由于它不仅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国家中药一级保护品种，还是国妆领衔、

国民日化的制药领域代表品牌。未来，《大国品牌》

将用“价值、文化、形象”三个维度全面赋能片仔癀

“一核两翼”大健康产业发展，讲好片仔癀品牌故事，

全媒矩阵助推品牌提升影响力，让世界看到中医药的

魅力。

荣耀时刻，在上百位参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举行

了片仔癀与《大国品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这标志

着双方的合作迈出坚实而重要的一步，推动片仔癀品

牌新的腾飞。

片仔癀被列入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处方及工

艺均属于国家秘密。片仔癀的生产主体，也从民间药

坊到公私合营制药厂，再到如今的上市公司、现代化

高新技术企业。民国时期，片仔癀就跟随

着闽粤先民下南洋，从漳州月港等闽粤两

省通商口岸乘船驶往东南亚乃至更遥远的

地方，开启跌宕传奇的中华文明传播之旅。

小小一粒片仔癀，是海外华人与故乡不曾

间断的联结，更成为世界了解中医药文化

的窗口。

据悉，位于福建漳州的片仔癀博物馆，

有着一幅“片仔癀世界主要销售区域分布

图”，涵盖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记

录下片仔癀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足

迹。片仔癀与《大国品牌》战略合作将为

片仔癀注入新活力，推动片仔癀品牌发展

步入崭新阶段。

项目部自 2019 年 7 月进场以来，充分发挥“勇

于跨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面对疫情影响、施

工难度大、工期短等困难，项目部坚持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积极组织人员快速进场，

同时开展“大干一百天”“决战四季度”等劳动竞赛

活动，全面推进施工进度，并于 8 月 29 日完成联调

联试、9 月 20 日完成附属工程施工、12 月 22 达到了

开通运营条件，优质高效地完成了各个节点工期，为

郑州市轨道交通 4 号线的开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州市轨道交通 4 号线的开通将与已运营的 1、

2、5 号线以及同期开通的 3 号线共同支撑起中心城

区线网骨架，郑州轨道交通将正式迈入网络化运营

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