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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伊利集团清水河牧场负责
人接到大学生牧场主范鹏的短信。范鹏
在短信中说：“在伊利训练营的日子非常
难忘。没想到，奶牛养殖除了需要专业知
识外，还有这么多经验值得学习，这么多
标准化管理思路值得借鉴。参加训练营，
让我受益匪浅”。

小范参加的这个训练营，全称叫做
“牛二代训练营”。他告诉记者，培训期
间，他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学到了一套专业
的养殖理论和技术，而且对全产业链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他告诉记者，他一定会告
诉朋友，下一期“牛二代训练营”开营的时
候一定要来。

“牛二代训练营”只是伊利集团持续推
进全产业链创新的一个缩影。从产业链上
游、中游到下游，伊利标准和伊利模式都在
升级换代。

产业链上游：

打造全球奶源升级版

伊利将国际领先的奶源建设经

验和中国奶业运作情况有机结合，在

国外，积极布局全球奶源基地，整合

优质资源；在国内，紧抓现代牧场主

培训、加大奶农资金扶持，力争从全

产业链高度带动产业协同发展

面对标准化、规模化牧场的国际发展
趋势，伊利在亚洲、欧洲、大洋洲、美洲等积
极整合全球优质奶源资源，积极打造奶源
建设的升级版。

伊利在行业率先全面升级的现代牧场
主培训模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

这一名为“牛二代”的训练营，从侧重
传统技术转向以综合管理为中心，从聚焦
牧场管理人员转向潜在的牧场经营管理接
班人，培训的转型成为集团奶源升级的第
一堂课。为了更加全面地培训学员，伊利
制定了覆盖技术、管理、财务等能力的全
方位培训计划，并且邀请多位拥有博士学
位且在国外牧场工作多年的老师，在挤
奶、育种、保健、饲养、设备管理以及牧场
经营等方面，传授国际前沿的牧场管理理
论以及世界一流的实践经验。一年下来，
伊利奶牛学校已经组织了 200 多场牧场
管理专项培训和专题讲座，培训学员 4636
人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伊利产业链合作伙伴牧场奶牛的日单
产水平平均提升了 4公斤。

为有效化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局，伊利
创新产业链金融模式，探索“核心企业承担
实质性风险责任”的方式，加大对产业链合
作伙伴尤其是上游奶农的资金扶持，进而
带动整个产业协同持续健康发展。集团通
过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兴业银行、
海尔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共同研发
了多款契合产业链合作伙伴需求的金融产
品。诸如“青贮保”“流通保”“牧场保”以及

“租赁保”等一系列产品的推出，有效解决
了产业链的融资需求。这种创新模式的最
大特点就是，核心企业为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或为其进行保
理，紧紧围绕主业进行金融扶持，不以盈利
为主要目的，重点解决上下游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

通过产业链金融创新，伊利逐步形成
了一个覆盖奶农、供应商、经销商的良性生
态圈。截至 2015 年底，伊利累计为 372 户
经销商提供金融扶持，融资金额近 15 亿
元；为 56 户供应商提供金融扶持，融资金
额达 3.5 亿元；累计为近 1500 家牧场提供
金融扶持，融资金额近 25 亿元；累计为奶
户累计发放奶款突破 1000 亿元，带动 500
万奶农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产业链中游：

质量管理体系保安全

伊利将质量管理工作战略升级

为“质量领先 3210 战略”，将生产世

界一流产品、确保食品安全“零事件”

等纳入企业发展目标

“保障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仍处在我
们工作的首位，不但企业内部要严格把关
质检、生产的每道环节，还要推动产业链的
每一个环节去提升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的
保障能力。”在刚刚举行的2016年集团总裁
开年例会上，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如是说。

在过去的几年间，伊利与瑞士通用公
证行、英国劳氏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和英国
天祥集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全球质量管
理体系进一步升级。

根据全球健康食品产业新趋势，伊利
将质量管理工作战略升级为“质量领先
3210 战略”：“3”是指打造世界一流学习
型、专业化质量队伍，建立包括原料、产品、
卫生、工艺、基础设施等在内的世界一流行
业标准，生产世界一流品质的产品；“2”是
指升级全球质量领先管理体系、端到端全
链条的质量自主管理模式；“1”是指对全
链条不满足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要求的过
程和结果，坚决实行一票否决；“0”是指保
证食品安全“零事件”。

首先，伊利在业内率先建立起完善的
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奶源基地从奶牛出生
即为其建立养殖档案，原奶运输过程实现
全程可视化 GPS 跟踪，原奶入厂后采用条
码扫描，随机编号检测。同时，建立了生产
过程的产品批次信息跟踪表、关键环节的
电子信息记录系统、质量管理信息的综合
集成系统和覆盖全国的 ERP 网络系统，实
现了产品信息可追溯的全面化、及时化和
信息化，并且与国家平台进行对接。

事实上，早在 2004 年，伊利就率先在
业内构建起了婴幼儿奶粉追溯体系，消费
者通过智能手机、平台网站，既能看到伊利
婴幼儿配方奶粉的生产日期、批次、生产
者、生产许可证、配料表等信息，还能查看
奶粉诚信评价、消费指南和质检报告。

随后，伊利又建立了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在工信部公布的 2015 年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项目名单中，伊利凭借“乳品生产智
能工厂试点示范项目”成为唯一上榜的乳
品企业。

伊利还紧紧围绕产品品质积极建立智
能工厂，组建自动化生产线，通过信息化系
统实现了从研发、成本管控、品质保障到产
品流通全过程的数据挖掘与分析，敏锐捕
捉生产制造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使食品
安全链条变得可视化、可数据化。

在此基础上，伊利又与百度达成战略
协议，共同推进乳业全球产业链的全景化
和智能化，线上打造智能交互的全景全球
产业链，线下通过新技术智能升级参观工
厂活动。

2015 年，伊利集团还与荷兰瓦赫宁根
大学针对“食品安全早期预警系统”等内容
签署协议，依托伊利欧洲研发中心，通过大
数据等 IT 技术进行因子分析，对食品安全
风险进行及时识别、预警和排除。

产业链下游：

绘制消费者健康图谱

伊利在市场端引入大数据分析，

并将图谱反馈到研发端，为企业研发

深层次满足消费者营养健康需求的

高科技含量产品奠定了基础

以消费者的营养健康需求、乳品对消
费者营养健康满足为切入点，研发、生产符

合国人深层次健康需求的产品——伊利正
通过对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的应用，为中
国消费者绘制一张精准的健康图谱。

在市场端，伊利整合了 500 多万个销
售终端、10 亿级消费者和数量庞大合作伙
伴提供的信息，实时进行消费者大数据分
析。为此，伊利特别和腾讯、百度、苏宁等
互联网企业达成合作，在健康产业、核心营
销资源深度运用等领域充分对接，实现对
消费者行为规范的智能分析，掌握消费者
最为真实的健康数据，为更好满足消费者
的健康需求奠定坚实基础。

不仅如此，伊利还在行业内率先推出
针对广大消费者的母婴生态圈。该生态圈
致力于搭建一个 O2O 的交流沟通平台，通
过覆盖垂直类专业母婴、育儿网站以及遍
布全国的线下母婴实体店，对消费者的绝
大部分提问做到快速、高效、专业地回答，
形成了企业和消费者的良性互动。

在研发端，伊利通过消费者营养健康
需求数据，研发深层次满足消费者营养健
康需求的高科技含量产品。

早在 2003年，伊利就自主研究中国母
乳特点，从全国不同区域收集母乳初乳、过
渡乳和成熟乳样本，通过多实验室比对分
析，掌握了母乳蛋白质、氨基酸、脂肪酸、矿
物质、维生素、牛磺酸、微小核糖核酸、核苷
酸、脂肪结构、功能性蛋白质等成分的第一
手资料，在业内率先建立了中国首个由企
业主导的母乳研究数据库。

依托于这些卓有成果的研究，2013
年，伊利母婴营养研究中心“含α-乳清蛋
白和β－酪蛋白的婴儿配方奶粉及其制
备方法”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
专利证书。2015 年，伊利整合全球优势创
新资源，再次升级了母乳研究数据库，为研
发出越来越接近母乳的婴幼儿乳制品奠
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破解发展

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伊利集团的实践与成果，为此提供了

注脚。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从一个街道小

厂，成为中国乳业的领跑者，再到跻身全球

乳企十强，伊利集团成长壮大的每一步，都

离不开先进发展理念的引领。

在伊利，创新只按快进键。多年来，集

团非常重视产学研合作，搭建了“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

引进国外智力示范单位”等多个产学研合

作平台。“伊利母婴营养研究中心”的成立、

“内蒙古乳业技术研究院”正式在伊利集团

创新中心落户，使得伊利集团研发机构专

业化程度更上层楼。

在伊利，开放没有休止符。通过瞬间

超高温灭菌技术，使产品“插上了翅膀”，一

举完成了布局全国的乳业版图。在此基础

上，企业又开始布局“全球织网”。

在伊利，协调共赢成主流。作为行业

龙头企业，伊利在整条产业链上发力，形

成了奶农、供应商、经销商良性互动的生

态圈，体现了龙头企业的责任与担当。绿

色、共享等先进发展理念，在伊利集团“水

乳交融”。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品牌是产业的旗

帜。将企业发展和国家政策相结合、将创

新理念和产业发展相融通、将全新路径和

转型升级相联动的伊利答卷，对更多企业

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具有借鉴意义。

做先进理念的践行者
晨 砺

通过实施“全球织网”战略，伊利
编织了一个包括全球资源体系、创新
体系以及市场体系的大网，其全球布
子的战略棋局已经完成。

在欧洲，伊利成立了中国乳业目
前为止规格最高的海外研发中心——
欧洲研发中心，依托该研发中心，联合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针对食品安全早
期预警系统以及母乳研究等开展深度
合作。

在大洋洲，2014年11月21日伊
利大洋洲生产基地揭牌，该项目是目前
全球最大的一体化乳业基地，覆盖科
研、生产、深加工、包装等多个领域，总
体投资额高达30亿元人民币，创造了
中国、新西兰两国投资规模的新纪录。

在美洲，伊利与美国相关企业和
科研机构在乳品工艺、食品营养、原料
供应链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和广泛合
作。尤其2015年9月，由伊利主导的
中美食品智慧谷应运而生。

让更高标准贯穿更长链条
——伊利集团持续推进全产业链创新纪事

本报记者 陈 力

全球织网战略布局记

早在2007年达沃斯论坛上，伊利
集团就率先提出了“绿色领导力”的理
念，即追求“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
发展”三位一体，实现企业的绿色生
产，倡导顾客的绿色消费，坚持品牌的
绿色发展。

2010年，在韩国举行的B4E峰会
上，伊利在“绿色领导力”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了“绿色产业链”的发展理
念，倡导由领军企业向整个行业全面
延伸绿色理念，确立绿色标准，生产绿
色产品，推动产业链上的所有环节实
现共同的可持续绿色发展。伊利的

“绿色产业链”连续4年获得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合作组织颁发
的“国际碳金奖”。

2016年1月12日,由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发起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顾问
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伊利集团董
事长潘刚凭借其“为可持续发展作出杰
出贡献”，当选为委员会创始委员。

绿色产业链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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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20142014年年，，伊伊利利

集团宣布与瑞士集团宣布与瑞士

通用公证行通用公证行、、英国英国

劳氏质量认证有劳氏质量认证有

限公司和英国天限公司和英国天

祥集团结成战略祥集团结成战略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

图 ②图 ② 伊 利 工 作伊 利 工 作

人员正在进行检人员正在进行检

验工作验工作。。

图 ③图 ③ 伊 利 牧 场伊 利 牧 场

环境优美环境优美。。

图 ④图 ④ 伊 利 舒 化伊 利 舒 化

奶受到市场欢迎奶受到市场欢迎。。

图 ⑤图 ⑤ 伊 利 牧 场伊 利 牧 场

内的转盘内的转盘式挤奶式挤奶

设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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