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 新闻
责编责编 张志敏张志敏 美编美编 牛效慧牛效慧 校对校对 裴秀玲裴秀玲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82221268222126

2021.8.27
版

星期五 05

8月 25日，蒙牛乳业(2319.HK)发布 2021
年中期财报。今年上半年，蒙牛收入达459亿
元，同比增长22.3%，利润达29.5亿元。

今年是蒙牛锚定国家“十四五”规划，实施
“再创一个新蒙牛”五年战略的启动之年。作为
乳品行业领军企业，蒙牛用超预期的高质量增长
获得良好开局，表明蒙牛在国民经济“稳中加固、
稳中向好”的形势下，不断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从
消费者至爱（First-Choice）、国际化（Internation⁃
al）、更具责任感（Responsibility）、文化基因强大
（Spirit）和数智化（Technology）五个维度，坚决落
实“FIRST”战略、不断开创业务新局面，为实现
未来五年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First-Choice：以更好的产品和服
务不负消费者至爱

蒙牛专注于为中国和全球消费者提供营
养、健康、美味的乳制品，目前已形成了包括
液态奶、冰淇淋、奶粉、奶酪等品类在内的丰
富产品和业务矩阵。

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蒙牛各业务板块增
速均大幅领先行业。其中，常温业务获近五年
来最快增速，明星产品特仑苏增长近 40%；在
低温行业较低迷的情况下，低温业务同比实现
7%的逆势增长，市场份额领先优势继续扩大；
冰淇淋业务同比实现34.8%的快速增长，毛利
率明显提升；鲜奶业务收入翻倍，市场份额大
幅提升；奶粉业务收入同比上升11.6%；奶酪零
售与餐饮渠道双翼齐飞，保持市场领先。

靓丽数据背后，是蒙牛对“消费者第一第一
第一”核心价值观的初心坚持，不断用高品质产
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今年
上半年，蒙牛持续完善“从牧草到奶杯”的全产业
链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每一包牛奶质量过硬、品
质上乘。产品创新方面，蒙牛推出了一系列零蔗
糖、低脂、有机产品，顺应消费者绿色健康消费趋
势。同时，蒙牛加强与国潮IP合作、弘扬民族文
化，如推出古代神话人物为体育健儿助威的系列
营销策划，努力打造中国乳品“金字招牌”。

International：以更宏亮的声音讲
好乳业国际化故事

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中国乳企，蒙牛深刻
领会和贯彻国家战略决策，在做强国内大循环
基础上，完善乳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努力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蒙牛深耕大洋洲奶源与产能，不断夯实全
球供应链，产品更远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
菲律宾、柬埔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今年3月，蒙牛成功收购东南亚冰
淇淋领先品牌艾雪（Aice）。今年4月，蒙牛纯
甄在洛杉矶顺利通关，实现国产酸奶首次出口
美国，加速扩展全球市场。

作为中国乳业“代言人”，蒙牛总裁卢敏
放今年上半年多次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
议程”对话会、全球消费品论坛（CGF）消费
品企业数字化转型CEO会议、联合国粮食
峰会CEO咨询会等国际舞台上，积极为中
国乳业发声，深度参与行业对话，为全球乳
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此外，蒙牛还积极参与了全球乳业论坛
组织（GDP）发起的“乳业滋养非洲”项目，向
坦桑尼亚派出工厂技术顾问、培训牧业技术
人员，协助当地改进产品包装、提升产品品
质，助力当地解决饥饿与营养不良问题，提
升了中国乳业的国际形象。

Responsibility：以更强的社会责
任感践行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

蒙牛在实现业务高质量增长的同时，将自
身发展全面融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潮，不

断提升环境、社会、经济效益，致力引领全产业
链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作为港股上市公司，
蒙牛今年再次入选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成
分股，保持港股可持续发展表现排名前30强。

今年上半年，蒙牛首次将ESG工作表现纳
入管理层年度绩效，实现公司治理与企业可持
续发展工作有机融合。同时，蒙牛积极响应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家目标，承诺在全
行业率先实现碳中和，2022年将公布减排目标
和路径。同时，蒙牛还荣获香港品质保证局颁
发的绿色金融发行前证书，完成中国乳业绿色
融资第一单，成功发行首笔乡村振兴债，助力国
家乡村振兴建设。蒙牛《2020可持续发展报
告》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五星+”级行业最高
评价，被认定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典范。

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蒙牛始终注重践行社
会责任。今年云南、青海发生强震，蒙牛率先为
受灾群众送去应急生活物资和营养乳品支持。
河南水灾发生后，蒙牛第一时间携手中华慈善
总会、蓝天救援队火速驰援，捐助了近800万元
款物，帮助当地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Spirit：以更强内生动力打造面向未
来的制胜之“道”

2020年底，蒙牛进行了全面的企业文化升
级，确立了“点滴营养，绽放每个生命”的使命，

“草原牛，世界牛，全球至爱，营养二十亿消费
者”的愿景，以及“消费者第一第一第一”、“异想
才能天开”、“让牛人绽放”、“正直立本、诚信立
事”的企业价值观。今年上半年，蒙牛加大文化
建设力度，使企业文化深入人心，打造了面向未
来、更加强劲的内生动力。

在今年的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前夕，蒙牛开
展了“3·15，我和消费者在一起”主题活动，号召
全员践行“消费者第一第一第一”企业价值观。
4月，蒙牛开启了以“为爱发酵，异想天开”为主
题的首届创新月暨创新大赛活动，激发蒙牛人
的创新思维，推动企业经营和价值再创造。7
月，蒙牛启动以“讲诚信、树正气”为主题的“诚
信日”活动，旨在全力打造正直诚信生态圈。

通过不断夯实企业文化建设，蒙牛深刻践
行了对消费者的承诺，树立了引领全产业链健

康发展的典范，在推动企业业绩增长的同时，为
行业的整体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Technology：以更智慧的赋能创造
高质量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

在“再创一个新蒙牛”五年战略规划中，全
面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是一项基础性重
点工作。一方面，全链条智慧建设，高效率零差
错，全方位有效保证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以数
智化为抓手，进一步提升蒙牛强大的创新、迭
代、自我进化能力，形成新的发展引擎。

蒙牛的数字化战略包括“四个在线”，即“渠
道在线”，帮助合作伙伴部署数字化运营系统，开
展科学的决策与管理；“消费者在线”，完善自有
的消费者大数据平台，实现全域消费者运营及洞
察；“供应链在线”，实现牧场、工厂协同，市场、研
发的数字化协同，及货物、仓储、配送的数字化协
同；“管理在线”，内部不断建设完善财务、人力共
享服务中心，企业运营数据中心，外部搭建面向
上下游合作伙伴的供应链金融生态体系。

财报显示，蒙牛以数智化为抓手，推动供
应链、产业链，重构组织模式、运营模式和商业
模式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创造高质量发展
的“第二增长曲线”打好坚实的基础。

卢敏放表示，2021年上半年的高质量发
展，为蒙牛“FIRST”战略实施创造了良好开
局。未来，蒙牛将顺应行业发展趋势，按照公司
五年战略规划，在产品创新、营养升级、品牌升
级、数智化建设等方面全面推进，坚持为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为打造世界级的中国
乳企和中国乳品品牌不懈努力。

FIRST战略坚定落地 “十四五”开局之年蒙牛收获亮眼业绩

为进一步
增强青少年爱
国爱党意识，
激发青少年的
想象力和创造
力 ，8 月 26 日
上午，迎泽区
迎泽街道南内
环四社区开展

“黏土手工制
件 引 领 童 心
向 党 ”活 动 。
孩 子 们 通 过
搓、团、捏、接、
压等方式，用
一双双巧手，
做出各种美丽
的图案。
侯慧琴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勇）8月26日，
娄烦县消息，为切实让老年居民
享受更及时、便捷的健康服务，即
日起，娄烦县为65岁以上老年人以
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体检。

本次免费体检内容主要包括
血压、视力、血样、心电图等常规
性项目，同时针对老年人普遍存

在的问题，开展体格检查、中医
体质辨识等项目的体检。通过
体检，掌握老年人及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的健康状况，以及影响健
康的主要因素，做到疾病早预
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娄烦县各社区（村）的医务人
员及家庭医生组成了此次体检

的医护团队。他们将重点发现
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并及时
进行追踪和管理。家庭医生团队
还将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类资源，
积极开展老年人和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生活能力、服务需求等方面
的评估，做好重点人群的健康宣
教、疾病管理和康复指导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郜蓉）8月 25日，山西
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决
赛）在太原举行，25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
激烈角逐，通过项目路演、选手答辩两个环
节，最终评出一等奖 2名、二等奖 6名、三等
奖 8名、优秀奖 9名。

此项比赛由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山西
省总工会、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

从 2017 年至今，农村创业创新项目
创意大赛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成果展
示平台、励志故事讲台、创意比拼擂台以
及展示新农民风采、碰撞新创意灵感、推

介新技术成果、展示新业态类型的重要平
台，激发了农村双创活力和内生动力，推
动了资源要素向农村集聚，发展壮大了乡
村产业，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赛事活
动。

本次大赛自 6 月启动以来，各地积极

响应、精心组织，各类主体热情高涨、踊跃
报名，共申报了 66 个项目，涵盖了“种
养+”中药材、乡村休闲旅游业、农村电商
等多个领域，本届大赛的亮点是新技术、新
模式、新产业凸显，特色化、智能化、带动性
显著增强，三产融合度持续提升。

本报讯（记者 魏薇）动情
讲述话初心，铿锵誓言表决
心。8月 25日，省妇联以视频会
议形式举行“巾帼心向党 奋
斗新征程”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三
晋巾帼大宣讲活动。三位全
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分享了自己
的故事，也表达了我省巾帼代
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信心和
决心。

“今年我有幸被评选为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并两次在人
民大会堂见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心情非常激动……”68岁的
忻州市代县峪口镇段家湾村党
支部书记刘桂珍，分享了自己
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庆祝活动的感受。44 年前，因
乡亲们看病不方便，刚高中毕
业的刘桂珍放弃考大学，干起
了村医；1988年，村小学唯一的
老师调走，她又挑起代课教师
的担子；1996年，村里老支书干
不动了，一边看病一边教书的
她，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2003 年，她连村委会主任也一

起干了。刘桂珍四副担子一肩
挑，成为乡亲们心中的老大姐、
领头人。

航天无小事，成败在毫厘。
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数控铣工韩利萍从一名没有
任何专业基础的普通工人，通
过钻研努力成长为拥有过硬技
术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首席技能专家”“全国三八红
旗手标兵”“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的特级技师”，以匠心鉴证着
自己的入党初心。中铁十七局
铺架分公司工会副主席兼项目
探伤工关改玉是三位中最年轻
的。33岁的她先后参与多项重
点铁路工程建设，将满腔热忱
倾注在一条条钢轨延伸线上。

此次活动的主会场设在省
妇联，11 个市设分会场。三位
代表饱含深情的宣讲，感染着
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纷纷表
示，这些优秀女性把岗位作为
奋斗的舞台，把责任化作前进
动力，在乡村振兴中大显身手，
在经济建设中奋发有为，在科
技创新中永攀高峰。

我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在太原举行

三晋巾帼大宣讲活动

优秀女性代表 讲述感人故事

娄烦县为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

碰撞创意灵感 展示农民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