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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罗森便利
有限公司

关键词： 致力于成为城市中
的温馨港湾、五新改革

为顾客提供 “随时随地的美味与安
心”，使顾客能够“快乐新奇购物在
罗森”。

获奖寄语

作为全球三大便利店品牌， 罗森
是最早进入上海市场的日系连锁便利
店。 1996 年 7 月罗森将中国大陆地区
的第一家店开在了上海长宁区的古北
地区，把熬点、寿司等日本饮食文化、
24 小时营业的温馨服务带入了中国市
场， 渐渐融入上海市民的生活。 25 年
来，罗森一直顺应中国市场的发展，快
速而又稳健地走向全国， 目前门店已
遍布全国 12 个省市。

加速布局扩张的同时，罗森时刻不

忘提升产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以扎
实的产品研发能力和始终把食品安全
放在第一位的负责态度，已九次荣获中
国食品安全领域最具权威的奖项———
“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 成为目前便
利店行业唯一一家九次获奖的企业，这
是对罗森一贯坚持 “随时随地的美味
与安心”这一宗旨的最好肯定。

罗森一直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和
需求放在第一位。为了给顾客带来更新
奇的购物体验，罗森会员系统———“罗

森点点”APP 推出线上两大新功
能———“扫码购”与“到店取”服务，另
外，顾客还可在店内设置的自助收银机
上自助结账，方便快捷。

不断为顾客提供购物惊喜，营造舒
适的购物体验是上海罗森一直不懈努
力的方向。 秉承“我们让共同生活的城
市变得更美好”的企业理念，时刻关注
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对城市功能的完
善、居民消费品质的提升和生活的便利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感谢业界及广大消费者对罗森的支持及鼓励，罗森将继续秉承“我们让共同生活的城市变得更美好”的企业理念，致力于
把更多安心安全的商品、温馨便利的服务引入市民生活，以此回馈消费者对罗森一路成长的关注与支持。

上海罗森便利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 晟

蒙牛

关键词：世界品质、世界品牌、
再创一个新蒙牛

坚守“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初
心，以“点滴营养，绽放每个生命”为
使命， 让中国消费者喝上放心奶，让
全球消费者爱上乳品行业的中国造！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是全球八强
乳品企业。 专注于为中国和全球消费
者提供营养、健康、美味的乳制品，拥
有包括液态奶、冰淇淋、奶粉、奶酪等
丰富的产品矩阵；特仑苏、纯甄、冠益
乳、每日鲜语、贝拉米、妙可蓝多等明
星品牌。 高端纯牛奶、低温酸奶、奶酪
等市场份额处于领先地位。 2020 年，
公司营业收入 760 亿元， 净利润 35
亿元。

蒙牛着力于整合优质资源， 全球
工厂总数达 68 座，在新西兰、印度尼
西亚、澳大利亚建有海外生产基地。 先
后对富源国际、现代牧业、圣牧高科三
家大型牧业集团进行战略投资，同时，
拥有原料乳加工商 Burra� Foods、有

机婴幼儿食品商贝拉米。
在北美、欧洲建有跨国研发中心，

并与国内外多家知名科研机构进行战
略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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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牛一流的品质与品牌价值获得
国内外广泛认可， 是中国航天事业战
略合作伙伴、2018� FIFA 世界杯全球
官方赞助商、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
晤指定产品、 中国足协中国之队官方
合作伙伴等重要赛事合作伙伴； 上海
迪士尼度假区官方乳品合作伙伴、北
京环球度假区官方乳品及冰淇淋独家
供应商。

蒙牛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环境保
护、应急救灾、营养普惠等多个领域。

抗击新冠疫情中，累计投入 7.4 亿元款
物保障医护工作者营养支持。

作为行业龙头， 蒙牛以 “强乳兴
农”为己任，致力于通过奶业振兴带动
乡村振兴。 作为 “国家学生奶饮用计
划”主要参与者，牵头发起的“营养普
惠行动” 已累计为全国欠发达地区学
校捐赠 2000多万盒学生奶。

蒙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引领构建中国乳业发展新格
局， 努力将蒙牛打造成为消费者至
爱、国际化、更具责任感、文化基因强
大和数智化的世界一流企业。 用高品
质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推动中国乳业不断实现
高质量发展， 为中国制造打造新的
“金字招牌”。

联华超市
股份有限公司

关键词：用心、诚信、创新

好商品、好体验构建人情好生活

获奖寄语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上海
市属大型国有企业百联集团，于 1991
年 5 月设立， 立足长三角， 发展全中
国，通过高效整合供应链，提供全品类
优质商品， 是具有当地精神的全渠道
生活零售商。

2003 年，联华在中国香港上市，
成为国内首家在中国香港主板上市
的连锁超市企业。 它旗下拥有国内著
名连锁零售品牌 “联华”、“世纪联

华”、“快客”、“华联”及 2019 年全
新亮相的体验型超市品牌 “吾安食
集”，以齐全的品类、丰富的品种和本
地化生活服务满足消费者日常生活
所需。

多年来，联华秉承跨区域、多业态
发展策略，不断发展壮大，全国网点数
接近 3500 家，员工数达 4 万名，位列
国内连锁零售行业领先地位。 自成立
以来，联华获多项行业荣誉，曾连续十

年排名“中国快速消费品连锁企业百
强排行榜”第一。

时值零售业蓬勃发展的今天，联
华坚持以人为一切发展的核心，回归
零售本质，从“品牌驱动、渠道创新、
供应保障”等多个维度出发，以好商
品、 好体验构建人情好生活为使命，
不断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最终实现“让消费者更喜爱我们”的
愿景。

作为民生商品经营者，联华始终围绕“让消费者更喜爱我们”的企业愿景，明确“好商品、好体验构建人情好生活”的企业
使命，通过不断提供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为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生活助力，我们希望能为社会营造人情好生活的氛围，让每
个人都能“用心过好生活”。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种晓兵

伊利，滋养生命活力
伊利集团稳居全球乳业领先阵

营，也是中国规模较大、产品品类较全
的乳制品企业。 同时，伊利为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提供服务的乳制品企业；
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提供服务的乳
制品企业。 在发展历程中，伊利始终
坚持“国际化”和“创新”两个轮子，
固守“质量”和“责任”两个根本，以
高品质、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多元
化产品，赢得了消费者的高度信赖。
品质，视如生命

伊利将品质视为生命， 致力于
生产 100%安全、100%健康的乳制
品， 将质量管理工作战略升级为
“质量领先 3210 战略”，聚焦“全
球最优品质”， 持续升级全球质量
管理体系， 将严苛的质量管控标准

贯穿于全球产业链， 保证零食品安
全事件。
全球，有容乃大

国际化是伊利集团的重要战略。
目前，伊利在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
等乳业发达地区构建了一张覆盖全球
资源体系、全球创新体系、全球市场体
系的骨干大网。
创新，改变未来

伊利一直坚持和推动创新战略，
已经建立了多个领先的技术研发和
产学研合作平台， 持续推动行业创
新。 并紧紧围绕国际乳业研发的重点
领域，整合海内外研发资源，开展全
产业链创新合作，先后研发和推出了
安慕希、金典、QQ 星、畅意 100%、金
领冠、畅轻、巧乐兹、伊利牧场以及冰
工厂等众多明星品牌，赢得消费者高

度信赖。
伊利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母乳研

究， 引领中国乳品行业在针对中国人
群特别是中国母婴营养研究工作上进
入了系统化、规范化的发展时代。并且
建立更前沿、 更准确的母乳成分检测
方法， 形成具有伊利自主知识产权的
母乳科学研究数据。
责任，温暖社会

伊利秉承“平衡为主、责任为先”
的伊利法则。 2017年 11月 6日，伊利
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进行全新升
级，将“健康中国社会责任（CSR）体
系”构筑为面向未来的“共享健康可
持续发展（CSD）体系”，英文翻译为
“World� Integ� rally� Sharing�
Health”，简称“WISH”体系，意为
“美好生活”。

伊 利

伊利文化是健康产品、 健康运营、健
康愿景三位一体的健康文化。
它护航伊利和谐发展，引领行业健康
成长，更引擎人类美好未来。

内蒙古呼和浩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