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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时讯

更名公告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批文号：银监复[2013]542 号），原日

本瑞穗实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代

表处现更名为日本瑞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代表处。

特此公告。

2013年 12月 2日

河南鄢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翠柳支行
机构编码：B1204S341100013

许可证流水号：0049588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 09月 20日

住所：河南省鄢陵县城翠柳北路路东水岸映

象小区西大门北侧临街商铺 7-421号

邮政编码：461200

联系电话：0374-719761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许昌

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3年 11月 21日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许昌监管
分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
以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许昌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以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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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0 日，一支由 20 人组成的“燕
京啤酒 清爽之旅探月助威团”从北京远
赴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观摩，为嫦
娥三号发射加油助威。这也是燕京啤酒自
正式成为中国探月工程官方合作伙伴以
来，第 5次组团奔赴卫星发射现场。

作为中国探月工程官方合作伙伴的
燕京啤酒集团，近年来在立足自主创新
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科技水平，加强技
术装备，将“实力打造精品，科技铸就
名牌”作为向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郑重
承诺，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不断促进科
技进步，丰富其品牌内涵，促进了燕京
从区域品牌到北京名牌再到全国知名品

牌的 3 个阶段性跨越。可以说，燕京啤酒
的快速发展过程，燕京品牌持续提升的
过程，正是燕京一路坚持科技创新和产
品创新的过程。

记者了解到，在中国大型啤酒企业
中，燕京是唯一没有被外资控股的企业，
但它并未闭关自守，固步自封，而是将
世界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和先进的设备以
最快的速度吸引进来。德国慕尼黑每 4 年
举办一次的世界啤酒饮料设备博览会，
燕京都会派多人参加，学习新技术，为其
所用。通过不断引进与吸收，燕京的装备
水平达到了世界啤酒行业科技发展的新高
度。

在燕京总部，记者看到，投资 10 多
亿元兴建的 30 万吨精品工程，全部采用
国际最新的科技成果，单条生产线每小时
4 万瓶，全面实现生产控制的自动化、无
菌化；燕京投巨资建立的国家级科研中

心，引进了啤酒全自动分析仪器和气相色
谱、液相色谱、二氧化碳分析等高精密仪
器，使啤酒检测达到 CT 及核磁共振的水
平。此外，燕京还建立了啤酒风味图谱
库，可通过啤酒检测设备，对燕京啤酒
100 多种风味组成进行全面质量分析和
全程跟踪控制，有效保证了燕京啤酒的
品质。

针对啤酒行业关注的重点，燕京啤酒
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多项，并多次
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在啤酒
酿造原辅材料、酿造工艺、酶制剂、节能
降耗等方面开展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
艺研究和创新科研项目中，获得国家及行
业科学技术奖 10 项。2009 年，燕京啤酒
高质量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成为
国内啤酒行业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

多年来，燕京啤酒始终认准科技这个
第一生产力，提出“专家、科研、企业一

体化”的发展战略，加强同权威的啤酒科
研机构——轻工总会发酵研究所的合作，
把国内啤酒技术的权威专家管敦仪等 8 位
专家请到厂里，在厂里做实验，搞科研。
发展中，燕京啤酒创造了多项全国同行业
第一：第一家进入市场；第一家采用露天
发酵罐新工艺；第一家采用计算机控制系
统。燕京还成为中国清爽型啤酒的首创
者。燕京清爽型啤酒一经上市，便受到消
费者广泛好评，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销量
第一。

燕京啤酒集团董事长李福成向记者表
示，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科技成果
转化，一直是燕京啤酒的战略之一。公司
还根据自身发展战略陆续开展了啤酒原辅
料的研究、酿造工艺优化、微生物体系的
研究、新检测技术的开发，完成了科技部

“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优势传统啤
酒制造业关键技术的研究。

燕 京 啤 酒 : 品 质 源 于 创 新
本报记者 梁剑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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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董庆森

继今年 9 月宣布品牌重组后，草原兴发 12 月 1 日在
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布重组后企业发展战略。
草原兴发董事长徐鹏表示，将用 3 年到 5 年的时间全力
打造羔羊肉、绿鸟鸡肉、绿鸟鸭肉，覆盖羊肉和活禽的绿
色全产业链新模式，向国际知名品牌迈进。

草原兴发 1988 年创立，从一家乡镇企业发展为全
国知名肉类品牌，拥有羔羊肉和绿鸟鸡两大支柱产品，
曾在中国肉羊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2008 年后，
草原兴发发展思路缺乏创新，经营业绩持续下滑，名噪
一时的“草原兴发”品牌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为使草
原兴发品牌东山再起，在内蒙古赤峰市政府支持下，今
年 9 月 16 日，赤峰市元宝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与内蒙古兰达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光辉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等 3 方联合签署了内蒙古草原兴发食品有限公司重组
协议。重组后，兰达集团将与赤峰市元宝山区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合资运营草原兴发公司，以期做大做强草
原兴发品牌，打造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健康肉类加工连
锁销售龙头企业。

徐鹏表示，重组后的草原兴发发展目标是“实干 3
年、规划 5年、实现 10年打造百亿梦”，即用 3年时间完成
草原兴发品牌重建工作，销售网络全国覆盖率达 80%，
完成年产值 20 亿元目标；用 10 年时间拓展全球市场，实
现年产值 100亿元目标。公司将采取绿色低碳生态方式
生产、制作羔羊肉和绿鸟鸡等主打产品，立足开发创新中
高端产品，形成鸡、羊、牛产品有效配套的肉食产品系列，
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据了解，在恢复现有生产基地生
产能力的基础上，新绿鸟鸡生产基地将在 2014年底投产
运营。新基地按欧盟标准建设生产车间、产品线和冷库
设施，并参照欧盟标准检验产品，严把质量关。

未来，草原兴发转型升级将在肉类产业化方面实施
创新模式。一是采取低碳绿色生态化方式组织农牧民饲
养当年出栏肉羔羊。改变传统养羊业单季出栏的传统生
产方式，让肉羔羊实现一年四季随时出栏，使加工企业实
现“去库存化”，以达到降低羊肉全产业链的生产交易成
本，提升羊肉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二是以网络和实体
店结合的 OTO 商业模式实施全产业链信息化。逐步实
现线上线下结合的全渠道销售，将利用团购平台在网上
销售现宰冷鲜羔羊肉。这种个性化定制方式，让顾客可
通过网络在牧场羊群中选购活羊，由草原兴发对顾客选
定的活羊进行屠宰、加工、预冷，再经现代物流配送到顾
客指定的就餐酒店或者居民家庭。三是引导消费者从选
购冻羊肉转变为选购鲜羊肉(冷鲜排酸肉)，有更好的消
费体验。四是利用生态要素创新出中国特色肉鸡品牌。
绿鸟鸡采用草地、山地、林地、果园等放养方式，鸡肉、鸡
蛋都具有健康品质，形成较高产品的附加值。为此还将
跨界拓展产业边界，介入绿鸟鸭产业。

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徐鹏透露，草原兴发在原料选
取方面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同时，采
取饲料、饲养、育种、屠宰、加工一条龙紧密型产业链，为
产品安全控制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执行理事长王远枝认为，草原
兴发新的战略布局坚持创新驱动，不仅创新生产方式，而
且采取线上线下、电子商务销售方式，体现了企业坚持创
新发展的转型路径。“可追溯的全过程食品安全质量保证
体系，无疑将壮大草原兴发品牌的影响力。”王远枝说。

打造羊肉活禽全产业链

草原兴发借重组东山再起
本报记者 陈小力 裴珍珍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市重
大项目之一、总投资达 8.5 亿元的康泰生
物全球疫苗研发生产基地近日在深圳奠
基。据悉，该基地将生产的 60 微克乙肝疫
苗是全球唯一能用于低无应答人群接种的
乙肝疫苗，是中国政府纳入乙肝慢性病防
治规划的推荐产品。

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的全球疫苗研发

生产基地由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该项目将建成亚洲最大的疫
苗生产单体建筑，旨在打造国内一流、国
际先进的现代化疫苗研发生产基地，完成
5 个项目以上的产业化。项目投产后，康
泰生物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 50 亿元，同
时为深圳新增 2000 人的就业岗位，并有
望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中疫苗产值最大、研

发能力最强、核心技术最先进的研发生产
企业。

据悉，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物医药领域疫苗
类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国家
火炬计划重点新技术企业，是深圳市首
批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自 主 创 新 龙 头
企业。

位于河北廊坊市开发区的维特根（中国）机械有限公司，以制造筑养路机械设备及矿山开采设备为主。他们通过科技创新不断

提升产品制造能力及竞争力，并在公路、铁路的维修、养护作业中，将环境保护的理念融入产品，使公司得以持续发展。图为该公司

员工正在紧张生产。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本报北京 12 月 1 日讯 记者刘志奇

报道：北大方正集团旗下的北大资源集团
今天在京举行发布会，正式发布其“新文化
社区”战略。北大资源集团面向公众提供
资讯信息和网上便民服务的网站“资源家”
同时上线运营。

据悉，“新文化社区”和“资源家”
是基于北大资源近年来“资源整合型城市
运营商”定位的实践，结合新型城镇化道
路“以人为本”的政策要求，针对消费者
需求量身打造的社区产品定位和社区生活
服务平台，旨在为业主提供更加优质、便
捷的生活环境，让业主足不出户就能够享
受北大和方正提供的教育、文化、健康、
金融、信息等服务。据北大资源集团总裁
余丽介绍，北大资源依托北京大学、北大
方 正 集 团 优 质 资 源 建 设 的 “ 新 文 化 社
区”，将力求改变当下城市社区仅注重解
决居住功能而普遍缺乏文化生活内容的现
状，在进行地产商业开发、城市运营的同
时，以文化设施建设、文化活动发起、文
化氛围营造提升社区居民生活品质。

出席本次发布会的北京大学校长王恩
哥认为，北大资源集团近年来将北大教育、
文化、信息、金融、医疗等优质资源进行整
合并植入其开发运营项目，不仅提升了项
目品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未来城市房
地产开发发展的方向。

作为国内成功的校办企业之一，方正
集团旗下的北大资源集团近年来在地产开
发、城市运营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
北大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储备的项目土地超
过 9000 亩。据方正集团执委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李友透露，明年北大资源集团的
项目销售额将突破 100亿元。

走进联合博姿集团位于伦敦总部的旗
舰店，位于店中央的自有美容护肤品牌

“No.7”专柜马上就映入了眼帘，四周则大
都是香奈儿、迪奥、兰蔻等国际知名品牌专
柜。这种店内设计向消费者传递出的信息
是，“No.7”属国际著名品牌，面向中高层消
费群体，其物有所值。徜徉店内，楼上楼下
除了“No.7”之外，还有很多联合博姿自有
的化妆品、非处方保健药以及博姿眼镜和
听力品牌产品等。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独具
匠心的零售模式，使得这家旗舰店颇具吸
引力，店内人头攒动，客人川流不息。

顾客盈门的不止这一家，联合博姿集
团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等地的零售店也都
业绩不凡，在刚刚过去的 2012/13 财年，尽
管全球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不景气，但联
合 博 姿 集 团 税 后 基 本 利 润 仍 然 增 长 了
12.7%，总收入达到了 224 亿英镑，营业利
润达 12.65 亿英镑。2012 年集团在全球财
富 500强排行榜排名第 274位。

联合博姿集团是一家拥有 100 多年历
史、以药店为主导业务且全球领先的医药
保健美容集团，集团两大核心业务为以药
店为主导的保健美容零售，以及医药批发
与分销。英国著名保健美容连锁店博姿

（Boots）是隶属该集团的成员公司。联合
博姿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等超过 25 个国家
开展业务，拥有 370 多个分销中心，其化
妆、保健药品批发业务覆盖全球 17 万多家
药店，并与药剂师、医生、医疗中心和医院
深入合作，提供药品、医疗产品和相关服
务，麾下员工 11.6万余名。

在联合博姿集团的成长历程中，合作
伙伴关系是其始终坚持的核心战略。这家
成立于 1849 年的百年老店，通过建立自有
企业、联营公司及合资企业、品牌产品及加
盟店等形式开展业务，一路发展成为欧洲
最大的医药批发和分销商、欧洲最大的医
药连锁店，以及业内领先的创新服务商。

在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之际，联合博
姿集团在这一进程中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全
世界保健、化妆品零售药店和医药批发行
业公认的领军企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联合博姿集团坚持采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模式。对此，联合博姿集团对外交流公关
总监劳拉·万佳尼女士解释说，“联合博姿
集团不仅在与所有伙伴合作过程中照顾到
相关方的利益，为客户提供创新增值服务，
而且在所有并购、联营或加盟等重组过程
中，始终不改集团名称中‘联合’这个词，这

是集团经营的价值理念所在，也是我们‘合
作伙伴关系’的精髓。”她告诉记者，集团执
行董事长斯德法诺·佩西纳虽然要求每年
必须实现两位数增长，但更强调合作双赢。

联合博姿集团践行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实现合作双赢的最新案例是在 2012/
13 年度与美国最大零售连锁药店沃尔格林
公司结成了新的战略合作伙伴。随后，两
家企业联手与另一家美国企业美源伯根公
司达成合作协议，后者因此一跃成为美国
最大的医药批发商，而联合博姿在沃尔格
林行使期权并完成合并后，将成为全球第
一家以药店业务为主导的医药保健美容企
业。这是联合博姿集团最大的一次伙伴关
系合作，不仅为 3 家企业带来全球供应链
优化的新机遇，更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不容
乐观的背景下，为联合博姿培育了利润源。

目前，联合博姿集团品牌在中国的知
名度尚不够高，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
长，以及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特别是中
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开始向内需主导模
式转型，联合博姿集团十分看好中国经济
前景和市场潜力，自 2008 年进入中国以
来，通过合作伙伴模式逐步培育其品牌在
中国市场上的认知度。截至目前，联合博

姿集团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广州医药有限公
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自 2008 年合资公
司成立以来，销售额和利润翻番，业务范围
不断扩大，覆盖广东各地和其他部分省市。

数年来，联合博姿集团与其中国合作
伙伴合作互利共赢，结合各自在医药流通
领域的丰富经验，为公司业绩保持可持续
增长共同努力。联合博姿集团与合资公司
分享物流整合方面的经验，帮助其发展优
质高效的批发服务；提供国际标准财务及
资金管理；向供应商和客户提供更为专业、
创新的服务；支持加强人员培训，并积极承
担企业社会责任。

2012 年 9 月，联合博姿集团又与南京
医药公司达成战略伙伴合作协议，通过定
向增发，以约 5600 万英镑的价格收购南京
医药公司 12%股权。该项收购动议已在南
京医药股东大会上表决通过，进入各项报
批阶段。此项交易经批准后，联合博姿集
团将成为南京医药的第二大股东。

今年 6 月，联合博姿执行董事长斯德
法诺·佩西纳表示，将下一个大型收购目标
锁定在中国。他预计中国这个世界第三大
医药市场将出现进一步整合，并希望联合
博姿集团成为其中的领跑者。

通过合作伙伴模式，逐步培育品牌在市场的认知度——

联合博姿的“合作双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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