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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全产业链竞争优势
汇聚可持续增长之动能

2020年，面对特别的市场环境，
伊利快速反应，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
整经营策略，在行业销售整体增速放
缓的情况下，实现了快于行业的增
长，持续领跑亚洲乳业，并提前完成

“进入全球乳业五强”的战略目标。
伊利进一步强化全球供应链

的高效协同优势、卓越的品牌优
势、良好的渠道渗透能力、领先的
创新能力以及更具凝聚力的企业
文化等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为实现
公司均衡、可持续的发展，汇聚增
长动能。

产品方面，伊利一方面持续推动
产品优化升级，“金典”“安慕希”“畅
轻”“金领冠”“巧乐兹”等重点产品销
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9.6%。其
中，根据尼尔森数据，金典零售额增
20%以上，增速位居高端白奶细分品
类行业第一。2021年一季度金典较
2019年同期增长更是超过了 30%。
金典有机液体乳零售额增长35.1%，
市占份额高达50.6%，在对应的细分
市场中位居首位；另一方面，作为行
业的领导者，伊利一直在深化创新能

力，持续培育并拓展新业务，不断发
掘新的行业增长点。“伊利”奶酪系列
产品、“金典”低温牛奶、配方升级后
的“金领冠”婴幼儿配方奶粉等业务
取得突破性发展，成为公司新的业绩
增长点。报告期，公司新品销售收入
占比16%。

渠道方面，伊利继续深化全渠道
战略布局，积极拓展“会员营销”“社
群营销”“O2O到家”等新零售模式，
并加强与电商平台的战略合作，建立
全渠道掌控优势。 报告期，伊利电
商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55%。同期，
星图公司调研数据显示，伊利常温液
体乳在电商平台的零售额市占份额
为28.1%，位居电商平台常温液体乳
细分市场首位。

此外，伊利积极搭建国内及海
外业务“双循环”发展格局，持续建
设“全球资源体系、全球创新体系，
全球市场体系”，依托国内及大洋
洲、东南亚等基地市场，稳步推进
海外业务。报告期，伊利设在印尼
的工厂已完成主体建设，在泰国的
年度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68%。同
时，“安慕希”以差异化占位东南亚
高端酸奶市场，进一步加快了国内
及海外业务的融合。

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
做“消费者的真爱粉丝”

业绩的逆势增长和强劲动力背
后，是伊利一直以来坚持“以消费者
为中心”的初心。2020年伊利董事
长潘刚又带领伊利人再次深化了对
这一理念的认知：“以消费者为中心”
不仅意味着理解消费者、重视消费
者，更要转变角色，做消费者的“真爱
粉丝”，将每一位消费者都视为VIP，
并围绕消费者的反馈不断提升产品
和服务的品质。

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
产品的需求，伊利持续升级品质领
先管理体系，在构建全球食品安全
风险防控体系的基础上，借助大数
据技术，完善了产品品质评价体
系，并获得了国内首张食品领域

“质量源于设计QbD-符合性认证”
证书；同时，通过持续强化品质自
主管理，进一步夯实全链条品质领
先管理体系。

为了更懂消费者，伊利推动全
产业链创新合作，在研发、技术和
创新方面持续加大投入，依托覆盖
亚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的全球
创新网络平台，实时利用大数据洞

察消费者深层次需求，不断创新产
品品类，加快布局大健康领域。报
告期，伊利深入把握消费者需求，
积极创新突破，不断给消费者提供
新的体验，推出“安慕希”芝士波波
球常温酸奶、“金典”低温牛奶、“畅
轻”纤酪乳低温酸奶、“QQ星”儿童
成长配方奶粉、“伊利”欣活纾糖膳
底配方成人营养品、“伊利”可以吸
的儿童奶酪、“妙芝”口袋芝士成人
奶酪棒、“伊然”乳矿气泡水及“植
选”高蛋白豆乳等系列新品，产品
一经上市深受消费者喜爱，为伊利
在大健康时代赢得发展先机。

为了更好地服务消费者，伊利围
绕“消费服务与消费价值引领”，建立

“数字化运营+会员价值创造+落地体
验”的消费者服务体系，通过互联网
消费者共创、引入外部战略资源、开
展创新合作等方式，不断提高创新效
率，更快地响应消费新需求，并获得
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

在凯度消费者指数《2020年亚
洲品牌足迹报告》中，伊利凭借
91.6%的品牌渗透率、近13亿的消费
者触及数和近8次的购买频次，连续
五年位列中国市场消费者选择最多
的品牌。而在BrandZ™发布的“2020
年最具价值中国品牌 100强”榜单，
公司连续 8年蝉联食品和乳制品行
业前茅，并被Brand Finance评为“全
球最具价值乳制品品牌”。

积极践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
创造商业与社会价值共繁荣

在业绩持续领跑亚洲乳业，赢得
更多消费者信赖的同时，伊利积极践
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不断推动商

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繁荣。
2020年，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

疫情，伊利携手全国人民积极防控
疫情，累计捐款 2.8亿元，通过“帮上
游、稳中游、通下游”等一系列举措，
与乳业上下游合作伙伴携手共克时
艰，引领行业全面复工复产，守护好
全国人民的“奶瓶子”。

与此同时，在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降薪、裁员报道不绝于耳的背
景下，伊利以一份令人羡慕的“涨薪
公告”，展现出龙头企业的责任与担
当。疫情期间，伊利还不断升级员
工关爱举措，陆续出台系列激励方
案，启动公司级荣誉认可活动，使得
团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空
前高涨。

多年来，伊利深耕产业，与产业
上游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不但有
力推动奶业振兴，为行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能，更带动 500万养殖
从业者走上致富之路。在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伊利也因此
成为全国乳品行业唯一入选的“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作为龙头企业，伊利在发展中始
终率行业之先，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
持续发展不断贡献力量。2020年，
在我国发布“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宏伟目标后，伊利也再一
次发挥“绿色领导力”，积极响应，发
布碳中和的远景目标，成为全国率先
承诺实现碳中和的乳制品企业。

伊利将持续构建“全球健康生
态圈”，坚持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双引领，在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
的共同繁荣中，推动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 唐朝

积极践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 创造商业与社会价值共繁荣

伊利股份2020年逆势双增长今年一季度创“史上最强”
2020 年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以及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行业发展带来诸多困难和挑

战，伊利以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考验。4 月 28 日，伊利股份发布 2020 年年
报。数据显示，在充满挑战的 2020 年，公司营业总收入达 968.86 亿元，归母净利润 70.78 亿元，逆
势实现高位双增长，凸显出公司的健康增长态势和优秀的盈利能力。同期发布的 2021 年一季报显
示，公司一季度营业总收入达 273.63 亿元，同比增 32.49%，归母净利润 28.31 亿元，同比增
147.69%，收获“史上最强一季报”，以稳健有力的增长曲线，展现出伊利作为“全球乳业五强”、亚
洲乳业龙头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增长动能。

据新华社电 历经二次审议，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 29日表决通过了反食品浪费法，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意味着，从
29日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再仅
仅是倡导和号召，已经成为生效的
法律条文。

反食品浪费法共 32条，分别对
食品浪费的定义、反食品浪费的原则
和要求、政府及部门职责、各类主体
责任、激励和约束措施、法律责任等
作出规定。强调国家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
关主管部门的职责任务，规范公务用
餐、餐饮服务经营者等食品经营者的
行为，引导个人和家庭树立正确消费
理念；构建政府领导、部门协作、行业
引导、媒体监督、公众参与的反食品
浪费社会共治机制；科学设定法律责
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
执行，坚决制止浪费行为。

根据反食品浪费法，公务活动
需要安排用餐的，应当根据实际情
况，节俭安排用餐数量、形式，不得
超过规定的标准。餐饮服务经营者
可以对参与“光盘行动”的消费者给
予奖励；也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
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
用，收费标准应当明示。

违反本法规定，餐饮服务经营

者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造成
明显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食品生产
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
严重食品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
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
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
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

的，由广播电视、网信等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
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
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此项立法，聚焦餐饮
浪费问题，切口虽小，但意义重大，
是丰富立法形式、探索“小快灵”立
法的生动实践，也是顺民意之举，有
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和
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艾莉）作为
西安“全域治水·碧水兴城”的
最新答卷，4月30日，“三河一
山”绿道将向市民开放。此次
开放的绿道有 293公里，是由
渭河、灞河、沣河及秦岭环山
带共同组成的绿道网络，它将
成为市民休闲度假旅游“打卡
地”。

2019年起，西安市委、市
政府针对西安市情水情，启动
实施了全域治水碧水兴城西
安市河湖水系保护治理三年
行动。截至目前，133个治水
项目已竣工，122个治水项目
正在快速推进。

据西安市水务局河长处
处长惠强介绍，为实现治水成
果全民共享，展示建设西安国
家中心城市和对外开放成果
的发展廊道，西安以浐灞河、
渭河、沣河已建成的堤顶路和
S107环山旅游路为基础，规划
建设了一条集骑行、步行、观
光、休闲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生
态慢行系统——“三河一山”
环线绿道，沿途串联 103个生
态节点和 42 个人文历史遗
址，规划建设 109 个休憩驿
站，为市民群众提供一个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绿色生态长廊。本次贯通
开放的“三河一山”绿道主游

径293公里，其中74公里核心
段实现了无障碍通行，共有39
个驿站，以满足运动、观景、休
闲、就餐、购物、停车等基本
需求。

29日下午，记者在奥体驿
进行探班时看到，这座因紧邻
奥体中心而得名的驿站，是国
际港务区灞河段绿道沿线内
唯一的一级驿站，服务功能包
括对客服务、书吧、咖啡吧、文
创商品展示。而位于长安区
的太乙驿，不仅提供绿道管
理、商业服务、休闲游憩、科普
教育、交通换乘和安全保障等
相关配套服务，市民和游客到
驿站附近的南五台、关中民俗
艺术博物院等文旅景点也比
较便利。

在位于西咸新区沣河下
游段的沣河金湾，记者看到，
沣河金湾坚持以生态治河为
理念，保留河道内的自然形
态和原有生态湿地景观地
貌，形成景观水面 100 亩左
右、生态林带 500亩。在滩涂
布设沙滩、园路、栈道、休闲
广场与堤质道路形成人车分
流。坡面种植绿化，草坡直
接与水面衔接，体现人水亲
近，是一处具有田园特色、郊
野风貌、景色宜人、风光优美
的生态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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