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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在世界盛会上的内蒙古力量
文/本报记者 郑慧英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
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
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
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
会？”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
生的“奥运三问”，当年深深
刺痛国人的心。40年的探
索、40年的奋斗、40年的积
累，“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
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
界！”张伯苓先生“奥运举办
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
时”的梦想照进了现实，中
国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
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
成功申办2022年北京冬奥
会……这是伟大复兴之路
上，中国人民最自信、最豪
迈的行动宣言。

在祖国北疆，内蒙古
人民敞开胸襟，与世界盛
会深情相拥，心中更多了
一份坚定与自信，多了一
份睿智与从容……

2008 分享奥运荣光

与激情

2001年7月13日22时08
分，北京申奥成功！喜讯传
来，举国欢腾！当日，自治
区党委、政府分别致电党
中央、国务院，国家体育总
局、中国奥申委、北京市委
和市政府，热烈祝贺北京
市申办2008年奥运会取得
圆满成功！

“奥林匹克梦”长跑、
迎奥运健步走、迎奥运万
人健身长跑、北京奥运会
火炬“和谐之旅”传递等活
动，次第在内蒙古大草原
上开展。包钢270吨连轧钢
管进军北京奥运工程、乌
珠穆沁羊肉、科尔沁牛肉
端上北京奥运餐桌，伊利
乳制品进入北京奥运场
馆，内蒙古电力点亮北京
奥运开幕式现场……

在伊利集团董事长潘
刚看来，“作为民族企业，伊
利有能力、更有责任服务好
北京奥运会！”当大多数人
还沉浸在申奥成功的激动
中时，有着浓浓家国情怀的
潘刚已经带着人第一时间
到北京申奥委，表达伊利积
极支持北京奥运的意愿和
决心。据了解，伊利是最早

也是第一家明确表态支持
北京奥运的企业，而彼时，
北京奥组委尚未成立，潘刚
的举动令申奥委的官员大
为感动，赞赏伊利的前瞻眼
光和责任担当。

面对严格的奥运标准，
潘刚信心满满。2005年7月，
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市场
开发委员会主席海斯·博格
一行，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
的情况下，突然造访伊利，
他们要考察这家中国乳企
的奥运资格。

面对“不速之客”，伊
利相关负责人致电在外出
差的潘刚。潘刚平静地说：

“人家是来看伊利，又不是
看我潘刚。客人既然主动
来了，他们想看哪儿就看
哪儿，最好能带他们把伊
利从挤奶到发货的全过程
都看一遍，让他们了解真
正的伊利，了解真正的‘中
国制造’”。当海斯·博格真
正深入伊利时，不禁被伊
利所代表的中国品质所折
服，参观进行到中途，他就
不禁赞叹，“我真没想到中
国有这么好的企业……”

2005年11月，伊利成功
牵手北京奥运，成为中国有
史以来第一家、也是唯一一

家符合奥运标准，为奥运
会提供乳制品的企业。

伊利成功举办了奥运
健康中国行、500福娃挑战
吉尼斯世界纪录、内蒙古
奥运选手出征北京奥运会
誓师大会等一系列活动，
致力于让13亿中国人一起
分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
梦想”的荣光和激情。

一张与北京奥运会澳
大利亚代表团旗手大山的
合影，给伊利集团冷饮事业
部物流管理部高级计划经
理徐宏源留下了服务奥运
的许多美好回忆。“能近距
离接触奥运，服务奥运，我
感到非常自豪。”徐宏源说。
2008年，伊利组建了一支庞
大的服务团队，为奥运提供
最优质的服务，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乳品企业的风采。

在北京昌平的伊利冷
饮奥运特供产品库房，徐宏
源肩负的责任重大。伊利精
选了香草脆筒、巧乐兹系
列、巧脆棒、火炬等11款冷
饮产品，专供奥运比赛场
馆。“伊利执行的标准，严于
行业标准。”检查冷链运输
车辆温度、产品入库、把控
库房安全、配发产品等，是
徐宏源每天的必修课。“伊

利运送冷饮的车辆，全部采
用信息化铅封，实时监控车
辆行踪……”徐宏源说。

2008年8月8日20时，
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鸟巢）
隆重举行。徐宏源和同事
们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直
播，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个振奋人心的
消息传来：开幕式当天，可
容纳9万人的鸟巢里，巧乐
兹销售突破18万支，平均
一人消费两支。

“在往奥林匹克公园、
水立方、鸟巢、媒体村等地
配送产品时，我看到各国官
员、世界著名运动员和观众
选购伊利产品，心里怎能不
自豪呢！”徐宏源说，“伊利
为北京奥运供应了牛奶、酸
奶、奶酪、冰淇淋等100多个
品种的产品，仅伊利牛奶供
应量就达到100多吨。在奥
运村30多个餐厅里，伊利产
品琳琅满目……”

2010 牵手世博印证

企业实力

黄浦江畔绽放着人类
的激情、光荣与梦想。184
天，文明在这里相约，欢乐
在这里徜徉，一部思索人
类未来发展路向的史诗在
这里吟唱。

一条蓝色的哈达飘逸
在世博园里，飘逸在中国
省区市联合馆里，它环绕
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
阐释着“城市发展中的草
原文明”。内蒙古优质的特
色产品，吸引世界各地游
客选购，内蒙古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示，吸引世界各
地游客驻足……

伊利凭借过硬的产品
品质、完善的网络渠道、出
色的创新能力、良好的社
会责任形象等强大综合实
力，成功牵手2010年上海
世博会。上海世博局副局
长陈先进表示，“只有伊利
的产品质量完全符合世博
会的高标准，只有伊利丰
富的产品线能满足7000万
游客的需求，只有伊利才
具备成功服务奥运会的成
熟经验。我们相信，与伊利

携手，这是上海世博会最
好的选择。”

在上海世博会上，伊利
旗下的液态奶、乳饮料、酸
奶、冰激凌、奶粉等1000多
个产品品种，作为世博专供
产品满足了7000多万中外
游客多元化的乳制品需求。

“在5.28平方公里的世博园
里，有2000多位‘蓝精灵’坚
守着43个售卖点并活跃在
130多个流动售货车旁，他
们在为游客递上高品质的
伊利乳制品时，也送上一个
甜甜的微笑。”伊利集团奶
粉事业部人事行政部行政
专员马莉回忆。

伊利母婴服务中心，
是世博历史上第一次设置
有专人提供服务的母婴服
务中心。几十个母婴服务
中心分布在世博园区内，
每一位“世博妈妈”都经过
了专门培训。伊利这项特
色服务受到了中外游客的
高度赞誉，被誉为世博园

“哭声和笑声最多的地
方”。世博期间，伊利母婴
服务中心共为40多万中外
游客提供了贴心服务。

“看到大量游客选购
伊利产品，我特别激动，特
别开心。”马莉说，对于世
博会，她至今回忆满满，

“世博期间，伊利‘世博乳
制品’销量突破1亿份，其
中冷饮日均售出近50万
支，成为世博园内当之无
愧的销售冠军。”

在服务世博的184天
时间里，伊利的产品和服
务没有出现过一次问题，
这正是伊利成功服务奥运
和世博的良好印证。

2022 助力冬奥冰雪

运动梦想

2016年1月30日，全国
冬运会结束了新疆时间，开
启了内蒙古时间。2018年2
月25日，冬奥会结束了平昌
时间，开启了北京时间。

2020年，第十四届全
国冬运会在内蒙古举办，
这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
前，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
专业性最强、水平最高的冬
季项目运动盛会，是我国冰

雪运动健儿拼搏冬奥、为国
争光最重要的练兵场。

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
贡献内蒙古力量，草原儿
女在行动。

“作为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唯一
乳制品合作伙伴，伊利成
为中国唯一同时服务夏季
奥运和冬季奥运的健康食
品企业，伊利也成为中国
体育事业最忠诚、最坚定
的合作伙伴。”伊利集团执
行总裁张剑秋说。

“伊利集团有着很深的
奥运情缘，曾为奥运会各客
户群和我国奥运健儿提供
了优质的乳制品。今天，伊
利集团在服务奥运的征程
上，更进了一步。”北京市副
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
主席张建东表示。

在2022年冬奥会申办
报告中，中国政府作出了

“三亿人参与冰雪”的庄严
承诺。面对推广冰雪运动
的重担与机遇，伊利主动
担当。为实现“三亿人参与
冰雪”的目标，伊利携手北
京冬奥组委，特别开设了
伊利活力冬奥学院，冬奥
冠军杨扬、韩晓鹏等数十
位冬奥国家队顶尖选手受
邀加盟，在全国各地开展
冰雪运动普及，并为消费
者提供免费教练、装备、摄
影及营养补给。“活力冬奥
学院在全国数十个城市落
地开花，让更多人了解冰
雪、爱上冰雪。截至平昌冬
奥会闭幕，活力冬奥学院
吸引超过6300万消费者在
线 关 注 和 报 名 ， 成 为
2017~2018冬季最受瞩目
的冰雪体验活动。”伊利集
团执行总裁张剑秋说，伊
利的奥运情怀、责任担当，
助力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冰
雪运动、享受冰雪乐趣。北
京冬奥组委会市场开发部
部长朴学东认为，伊利为
推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树立了中国企业典范。

2022年，北京将为世界
呈上精彩绝伦的冰雪盛宴！
2022年，在圣火的激情燃烧
中，伊利将用实际行动，肩
负起奥运合作伙伴这份荣
耀与责任！

2008年北京奥运会赛场内，伊利产品受到外国来宾

的喜爱

冬奥冠军杨杨、韩晓鹏现场教学，示范滑冰基础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