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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1

日，国家税务

总局发布

2007

年度中国独立企业

属地纳税百强名单 ， 湖南中烟以

235.62

亿元高居全国第三，行业第

一！

2008

年，面对接踵而至的冰灾

和地震灾害，湖南中烟的

14000

多

名员工用爱心彰显责任，用爱心传

递温暖：企业和员工的各项慈善捐

款达

2800

多万元。 他们用感恩的

心、慈善的爱，抚平一个个“芙蓉学

子 ”和受灾民众的道道伤痕 ，增添

他们摆脱严寒，走向春天的力量！

奠基篇 ：造一流产品 、做一流

企业 ，为行业立样板 ，为发展奠基

石。

在一些人眼里，企业尽社会责

任 ，无非是捐点钱财 ，拿着支票在

电视上亮相，在报纸上显摆。 这是

对社会责任的浅薄理解，是市场经

济大潮初期另一种形式的低层次

的浮躁。

湖南中烟人对社会责任的认

识全面而深刻。 以周昌贡总经理为

班长的领导班子认为 ， 对社会尽

责 ，首先必须强基固本 ，就是把企

业做大，把品牌做强。 企业有实力、

有强大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才

有底气讲社会责任 ， 就像建金字

塔，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这一判断，来源于他们对全球

烟草行业发展态势的深刻分析，来

源于他们对中国烟草行业发展趋

势的精确把握。

从国际形势看，随着世界控烟

运动的高涨，全球烟草行业正发生

深刻变化，国际烟草巨头不断兼并

重组，瓜分全球市场。 上世纪末，英

美烟草公司先后收购美国烟草公

司和乐富门国际公司，日本烟草公

司收购美国雷诺烟草公司的海外

业务。 全球烟草经过大并购、大洗

牌，形成奥驰亚（前身为菲利普莫

里斯公司）、英美、日本烟草公司三

大寡头分庭抗礼的格局。 品牌融合

凸显强者恒强的不二定律 ：

2007

年， 奥驰亚的万宝路品牌在全球

180

个国家和地区开设生产点，单

品牌销售达

1000

万大箱， 销售收

入超过

500

亿美元。

从国内看， 上世纪八十年代，

187

家烟厂

600

多个品牌群雄乱

战。乱战的结果是：大的吃不饱，小

的强不了！

加入

WTO

和世界控烟公约

组织后，中国烟草行业的有识之士

冷静地认识到：以我国烟草行业的

散小差应对国际烟草巨头的强大

精，竞争的结果不言而喻：民族卷

烟品牌将无立足之地！

基于对全球烟草行业发展态

势的科学分析，国家烟草专卖局局

长姜成康大声疾呼：必须做强民族

企业，做大民族品牌来应对全球竞

争，必须在适当时期在全国烟草行

业打造十多个行业领先企业，十多

个行业领先品牌，淘汰落后的生产

力，把卷烟生产计划这一稀缺资源

向优势企业和优势品牌集聚！

一场声势浩大的企业重组和

品牌整合攻坚战，在全国烟草行业

悄然打响！ 到

2007

年，中国烟草行

业呈现出大对大、强对强的可喜格

局。原先的

187

家卷烟厂整合成

17

家实力雄厚的中烟公司 ，

20

多个

强势品牌取代原先的

600

多个品

牌，重新划分中国烟草市场的新格

局。

在这场企业与品牌的大整合

大洗牌中，湖南中烟人勇敢地担当

了行业的先行者。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 ，湖

南中烟加快了抓大放小，“关停并

转”的步伐。 从

1997

年至今，我省

先后 “关停并转”

11

家小烟厂，调

整的卷烟生产计划用来做大“芙蓉

王”和“白沙”两大品牌。

2007

年，湖

南中烟与长沙 、 常德两大烟厂重

组，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破

茧而出，再一次书写了湖南烟草工

业强强整合的新篇章。

企业与品牌重组，仅仅是湖南

中烟实施品牌战略、强筋固本的初

始选择。 紧盯国际同行的先进技术

与管理手段，不断提升技术素质与

管理水平，在短时期内缩小与国际

领先水平的差距，已成为湖南中烟

人奋起直追的战略选择，强基固本

的宝典。

认知理清思路 ， 思路决定出

路。 一场创新的热潮在湖南中烟涌

动 ，公司上下人欢马跃 ，一派盎然

生机。

在工艺设备更新上，湖南中烟

敢下血本。 近年来，公司先后投资

20

多亿元进行技术改造，他们成套

引进德国 、 意大利等国的先进设

备 ，不断提升工艺水平 ，提高生产

效率 ，按订单生产 ，响应市场的能

力大大增强。 长沙卷烟厂完成“十

五”联合工房二期工程。 常德卷烟

厂“芙蓉王”扩能生产线在

10

月底

如期竣工。 郴州、零陵卷烟厂装备

填平补齐，四平卷烟厂按照“白沙”

的生产要求改造了制丝线，吴忠卷

烟厂进行整体技术改造，装备水平

大幅提升。 长沙、常德烟厂紧盯世

界级烟草巨头 ，着手打造 “国际一

流行业样板工厂”。 万宝路生产商

奥驰亚公司的代表在考察长沙烟

厂后 ，高兴地称赞 “长沙烟厂堪称

国际一流”， 果断地选择长烟作为

万宝路品牌的合作伙伴。

在管理手段提升上，湖南中烟

倡导创造需求、引领消费的品牌理

念，践行以人为本充满活力的管理

理念 ，遵循科技促进生产力 ，创新

提升竞争力的科技理念 ， 提倡专

业、规范 、精细 、效率的制造理念 ，

谋求智慧共享、协同共进的团队理

念。 他们在制度建设上追求流程唯

一、标准唯一、责任唯一。 他们在管

理运行上追求快速响应 ， 严明精

准、简单高效。 他们在成本控制上

追求科学设计，节俭环保。 他们在

应对危机时倡导居安思危，直面挑

战。 他们在安全生产上倡导防范重

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 他们在质

量管理中倡导不制造缺陷，不传递

缺陷，不接受缺陷。

在我国烟草行业，长沙和常德

烟 厂 是 国 内 同 行 中 率 先 采 用

ISO9001

等国际标准的领跑者。 长

沙烟厂厂长范康君告诉我们，长烟

的

587

种岗位，每一个岗位都有详

尽的作业指导书，每一道流程都有

精细化的数据描述， 标准到岗，责

任到人，严格评估，奖罚分明。

在长烟，一次例行公事的设备

检查 ，让笔者印象深刻 ：挡车工刘

浩戴着洁白的手套，在卷接包生产

线的缝隙仔细摸索。 他有时张开手

指端详是否有灰尘印迹，有时放在

口里尝尝是否有异味。 他说，卷烟

是特殊食品，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河北白沙石家庄卷烟厂，工

艺员陈彤发现烘丝机出口每隔半

小时滴一滴水。 他马上找来车间主

任 、设备主任和维修人员 ，通宵查

找原因。 原来是烘丝机的排潮筛网

上附着烟灰 ，造成排潮不畅 ，遇冷

凝结成水滴。

一粒细小的水珠掉在快速运

行的制丝生产线上，这对产品的品

质影响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 但湖南中烟人坚信细节决定成

败 ，质量绝无小事 ，陈彤等人奋战

两昼夜， 改进了排潮工艺和设备，

终于化解了难题。

凭借对生产过程的精细化、参

数化管理，“白沙”成为全国同行中

率先实现省外均质化生产和品牌

输出的驰名品牌，连续六年单品牌

销量全国第一。 国家烟草专卖局局

长姜成康在多次考察长沙烟厂后，

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白沙”迈开了

追赶世界级品牌的步伐，白沙品牌

堪称中式卷烟的代表。

“白沙”在国内市场攻城掠地，

“芙蓉王”则以王者之气，雷霆之势

重构国内高端卷烟品牌市场格局。

在近三年的品牌整合中，湘烟品牌

结构呈现出 “芙蓉王 ”主攻高端市

场、“白沙” 主攻中端市场、“芙蓉”

主攻低端市场的良好分工。 过去，

长沙、常德两厂的营销队伍互为竞

争对手，“刀兵相见”，英雄相惜。 如

今两支队伍融为一家， 携手对外，

配合默契。 他们转变营销观念，由

产品销售向市场营销转变，大力开

拓省外重点目标市场，推进工商协

同营销 ，加强市场需求预测 ，把握

投放节奏，注重终端销售。 省内市

场进一步稳固，省外市场进一步拓

展 ，三大品牌保持需求旺势 、价格

坚挺的良好态势。

2008

年，“芙蓉王”和“白沙”的

省外销量双双超过省内市场，受到

国家烟草专卖局领导的高度评价。

特别是“芙蓉王”，近三年年均销量

递增

30%

， 产量由

2006

年的

33

万

大箱上升到今年的

54

万大箱 ，单

品牌销售由

2006

年的

145.2

亿元

上升到今年的

237.6

亿元， 成功摘

取了高端中式卷烟销量第一的桂

冠。

这些年来， 湖南中烟人苦苦探

索 、默默耕耘 ，努力打造中式卷烟

代表品牌，致力于成为中式卷烟技

术标准的倡导者 、 制订者和执行

者。 这一宏伟蓝图，如今正在变成

现实！

使命篇： 为国家创造财富、为

社会创造效益， 为客户创造价值，

为员工创造机会。

刚刚品味百年奥运带给国人

的激情盛宴，三鹿奶粉事件却像一

瓢冰水， 猛的浇在国人的心头：我

们食用的牛奶中，竟然含有超标准

的三聚氰胺！

国人愤怒了！ 他们将有毒牛奶

倒进臭水沟。 媒体愤怒了！ 舆论在

声讨 ，在反思 ：企业追求利润岂能

不择手段？ 道义和责任何在？ 党和

国家领导人震怒了！ 在一次座谈会

上，温家宝总理说：“企业家身上应

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而不能只流

淌利润的血液。 ”

两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写道：头上的

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在我们心

灵里日久弥新，充满永恒的惊异！

道德是一切制度运行的社会

土壤， 在一个国家的文明框架中，

道德与法律唇齿相依，缺一不可。

无论是企业品牌整合，还是省

外市场扩张，湖南中烟人始终坚守

道德原则 ，坚持依法经营 ，把社会

责任融入血脉，融入生产经营的每

一个环节。 在公司总部醒目的电子

屏上、 在公司的企业文化手册中、

在生产和经营流程中，湖南中烟将

公司使命烙印在每一个员工的心

头 ：为国家创造财富 ，为客户创造

价值 ，为员工创造机会 ，为社会创

造效益。

生产高品质产品，提供高附加

值服务，是湖南中烟对顾客的郑重

承诺，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

响产品质量的细节。 公司拥有国家

级技术中心，每年投入近

2

亿元开

展降焦减害等专题研究。 烟支焦油

含量由

2000

年的平均每支近

14

毫

克，降至现在的

12

毫克，接近国际

先进水平。 长烟人将“包包精品、支

支一流”的质量观落实到每一个工

艺流程，精确复制到省外的每一个

生产点，创造 了“亿支万件”无质量

缺陷的神话，而且记录还在不断刷

新。 常烟人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爱“芙蓉王”品牌。 从制丝车间到卷

包车间有一段

400

米长的水泥路，

为了不让烟丝的水分受影响，常烟

斥资

400

多万元添置恒温空调车，

专门负责这一段距离的烟丝运输。

生产一大箱蓝软 “芙蓉王”， 需要

5000

片烟叶，而这些烟叶，竟是从

50

万片烟叶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

“芙蓉王”对品质的苛求可见一斑！

湖南中烟营销部部长李立告

诉笔者， 为客户创造深度价值，绝

不是一句口号。 公司建立了全国联

网的销售服务电话网络，在全国

32

个省市区布设售后服务网点，及时

处理每一例投诉。

2007

年

7

月的一

天，公司驻西藏片区业务经理李育

婷 、业务员李继勇 ，接到山南地区

隆子县一位经营户的电话，要求对

有质量问题的一条 “芙蓉后 ”进行

处理。 客户的难题就是命令，他们

立即赶赴隆子县，途中翻越两座海

拔

4500

多米的雪山， 两天赶路近

400

公里。 当他们赶到泽当镇为客

户斟换卷烟时，客户惊讶得连声称

赞！ 凭着这种“顾客至上”的服务精

神，湖南中烟的品牌在山南市场占

据了半壁以上的江山！

对客户真诚， 对员工负责，这

是湖南中烟对社会责任内涵的具

体诠释。 他们提倡以此为生，精于

此道的职业发展观。 他们尊重人、

凝聚人 、成就人 ，为员工开辟多条

晋升通道。 他们提倡业绩说话，兼

顾公平，反对平庸。 他们提倡敬业

爱岗、诚信为本，培养员工的包容、

正直和爱心。

这样的团队是一支势不可挡

的利剑，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2007

年春节前夕，长沙烟厂接

到坚决完成

25

万大箱的市场攻坚

令，

400

多位正准备休假的车间工

人放弃休息，奔赴车间。 他们昼夜

奋战， 一次次刷新最高日产量，终

于提前完成任务。 在常德烟厂，芙

蓉王在春节市场面临脱销，厂长邹

纲强亲率工人加班加点 ，“人停机

不停”。 二车间挡车工童艳和一车

间机修工庞志敏是一对恩爱夫妻。

为了突击完成任务，夫妻双双奋战

在一线 ，先后被评为厂劳模 ，在常

烟传为佳话。

为企业打拼， 为品牌打拼，湖

南中烟的员工们对此饱含激情，公

司的领导更是以身作则。 今年冰灾

期间，周昌贡 、蒋效控 、卢平 、曾献

兵、杨智敏、李曙光等公司领导，或

奔赴长沙、常德、郴州、零陵等生产

一线看望工人，或奔赴营销一线慰

问员工 。 他们亲手送上一杯杯热

茶 ，递上一句句问候 、让员工们心

生暖意，干劲更足。

更重要的是，湖南中烟为员工

的发展先后开辟技术职称、营销专

家、人文管理专家、能工巧匠、行政

管理等

5

条通道。 在这里，员工只

要有一技之长， 只要是有真本事，

就能找到成长的土壤 ， 发展的空

间。 公司人力资源部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笔者，为了提高员工的业务素

养， 公司仅在

2008

年， 就耗资近

3000

万元，邀请各类技术专家为员

工培训。 常德烟厂宣传部部长钟菊

香告诉记者， 常烟强调人文关怀，

厂里专门为困难员工建立“爱心敬

老基金”。

2007

名在岗员工为基金

捐款

43.78

万元， 如今已有

8

名病

困离退休人员和

107

名

70

岁以上

的高龄退休员工得到基金的帮助，

每一次温暖的帮助，都让他们对公

司心生感激！

对员工的关怀 ， 对客户的尊

重 ，每一次细致的行动 ，都在坚守

一种责任， 都在传递一种价值，都

在为湖南中烟的品牌镀上耀眼的

亮色！

慈善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饱

含热泪 ，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 湖南中烟人深信：公益塑造形

象，慈善彰显品牌！

2008

年

11

月

21

日，三台大货

车奔行在湖南前往四川理县的崇

山峻岭中。 一处处震垮的房屋废墟

从车窗前晃过，勾起人们对汶川大

地震的惨痛记忆。

车上满载着崭新的棉衣棉被，

押车的湖南中烟政工部副部长熊

丽萍心潮难平：这已是她第二次到

地震灾区赈灾，每次见到灾区的惨

景，她都凄然泪流。 这次，她要代表

公司， 将

40

多万元饱含湖南中烟

人关爱温度的御寒衣被，送到灾民

手中……

面对天灾， 面对殒命的同胞，

湖南中烟人担当大义，奋起赈灾。

5

月

12

日晚，汶川大地震爆发当天，

周昌贡总经理赶紧中断在北京的

会议，连夜赶回公司会商。

1000

万

元带着关爱的捐款通过湖南省总

工会转往四川灾区。

9

月的西安交通大学里， 迎新

的笑脸写满秋日的暖意，抒写着对

未来的憧憬！

来自汶川地震灾区的蔡威同

学拿着大学通知书，神情自信而坚

定。 作为湖南中烟“芙蓉学子———

情系

5.12

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特别

助学项目的受益人之一，他将每年

获得 “芙蓉学子 ”

5000

元的奖学

金，直到大学毕业。

这是芙蓉学子十年公益实践

的又一新案例，它标志着中国的公

益品牌已实现从“关注一刻”到“关

注一生 ”的理念升华 ，丰富了责任

中国语境下的公益内涵。

汶川地震让灾区蒙难的同时，

也在检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心。

灾难发生后，湖南中烟公司领导和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奔赴汶川，迅速

启动“芙蓉学子———情系

5.12

四川

汶川地震灾区 ” 特别助学项目 。

2008

年

7

月又启动了援建“芙蓉学

子抗震希望学校 ”新项目 ，仅建校

款就需

200

万元。 资助灾区应届大

学新生

360

名， 金额

180

万元。 从

2009

年开始对“芙蓉学子抗震希望

学校 ”的困难学生给予资助 ，每人

每年将获得

1000

元的奖学金。

润物细无声的背后 ，“芙蓉学

子”的公益品牌又一次焕发熠熠的

光彩。

从

1998

年发起， 最初投入仅

40

万元的公益 “试水 ”，到

2008

年

的

1288

万元，“芙蓉学子”在不附带

任何功利色彩的初衷下，已走过十

一年历程。 如今，“芙蓉学子”已资

助和奖励

8180

名优秀大学生，累计

捐助达

5154

万元。 奖励、资助范围

已覆盖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 十

年耕耘雨润八千学子，“芙蓉学子”

已成为生于湖南，面向全国的著名

公益品牌。

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国内工商

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

1000

万家，有

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

10

万家，

99%

的企业从未参与慈善捐赠。 拥有社

会财富在

70%

以上的大陆富豪，对

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

15%.

在过去

的十年里，平均每个国人一年仅捐

一元钱……

源于“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

湖湘精神 ，源于对祖国 、对土地的

炽热情怀 ，源于潜心做事 、低调做

人的职业操守，湖南中烟人用一次

次无声的慈善行动，诠释了一个企

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复旦大学教授薛求知认为，所

谓企业公民，就是企业从纯粹追求

经济盈余的主体，转变成对社会和

自然环境负有义务和责任，追求经

济 、社会和环境 “三重盈余 ”的组

织。 作为慈善公益的实践者，慈善

品牌的打造者，湖南中烟牢记责任

不可缺失 ，良心不能免检 ，牢记先

立德后立业 ， 牢记肩负的社会责

任，不断丰富慈善活动的内涵。 在

十余年的实践中，“芙蓉学子”在探

索：如何从关注大学生的入学一刻

进而关注他们的一生？ 如何进一步

提升“芙蓉学子”的品质？ 如何引导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心智结构和精

神信念？

在这样的深层思考下 ，“芙蓉

学子 ”与时俱进 ，不断推出新的慈

善项目，

2005

年推出 “芙蓉学子精

英成就实验室 ”；

2006

年 ，“芙蓉学

子自强计划 ”；、“芙蓉学子精英激

励行动” 等纷纷出台；

2007

年，“芙

蓉学子情系烟农”、“芙蓉学子榜样

力量”优秀大学生评选活动等应运

而生。

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的

公益事业还刚刚起步 ，但 “芙蓉学

子”以其稳定性、成长性，丰富多彩

的活动内容，深刻的文化品质和精

神内涵，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高校助学的公益之路。

可以期望的是：未来中国将有

一批精英，正从“芙蓉学子”这条美

丽的湖湘地平线上出发。

“传递爱心，成就你我”！ “鹤舞

白沙，我心飞翔”！ 湖南中烟人用创

造的手、用慈爱的心砌就的社会责

任金字塔，必将在神州大地绽放光

芒！

朝气蓬勃的芙蓉学子

湖南中烟为奥运湘军壮行

芙蓉学子代表深情致谢

湖南中烟向四川理县地震灾区捐赠棉衣棉被

再造“金字塔 ”

———湖南中烟对社会责任的诠释

特约撰稿 唐儒轸 邹智云 王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