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琼

继去年 10月 28日，市场监管总局通报
产品维生素D检出值低于产品标签标示值
之后，近日，西班牙奶粉品牌安莱俪依再度
因为维生素D含量与标签不符被市场监管
部门通报。半年多时间，两度因为维生素D
含量与标签不符被通报，也显示出“安莱俪
依”维生素 D含量低于标签值并非偶发事
件。

4月 30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
2020年第17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显示，
宁波欢蓓贝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 IN⁃
DUSTRIAS LACTEAS ASTURIANAS，S.A.（简
称：ILAS集团）生产的安莱俪依幼儿配方乳
粉（12—36月龄，3段），维生素D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浙江市场管理局官网
显示，安莱俪依幼儿配方乳粉 3段奶粉维生

素 D 检测值为 0.3ug/100KJ，国家标准值为
0.34ug/100KJ—0.75ug/100KJ。检验机构为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
宁波欢蓓贝贸易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出
异议，并申请复检，经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复检后，维持初检结
论，复检结果仍不合格。

安莱俪依是欧洲第二大乳制品生产工
厂 ILAS集团生产的自有品牌奶粉，据此前媒
体报道，2017年安莱俪依奶粉正式进入中国
市场，其在中国的总经销商为北京中瑞天德
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进口商为欧货易
（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我们已经对该批次产品进行召回，并
且进行了自查”，中瑞天德国际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产品符合国
家食品安全标准中对营养成分的要求，只是
罐标有瑕疵。该名负责人表示，宁波市海曙

区场监督管理局对此次案件行为的结论“属
于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行为”。

今年年初，因维生素D含量与标签不符
被通报，中瑞天德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因
此被罚款3万。2020年1月6日，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通报 4批次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
况，1批次标称北京中瑞天德国际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经销的西班牙产“安莱俪依”婴儿
奶粉，因维生素D检出值低于产品标签标示
值，被罚款3万元。

通报显示，上海市松江区婴垚婴儿用品
商店销售的、标称北京中瑞天德国际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经销、欧货易（上海）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进口、西班牙 INDUSTRIAS LACTEAS
ASTURIANAS，S.A.（以下简称 ILAS）生产的

“安莱俪依”较大婴儿配方奶粉（2 段，原产
国：西班牙，900克/罐，2018/12/26），维生素D
检出值（0.318μg/kJ）约是产品标签标示值的

74%。
上述抽检结果公布后，北京中瑞天德

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一度提出异议，但
复检结果维持了初检结论。经调查，该公
司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北京市朝
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对其作出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1024元、罚款 3万元的行政
处罚。

半年多时间两度因为维生素D含量与标
签不符被通报，也显示出“安莱俪依”维生素
D含量低于标签值并非偶发事件。针对这一
问题，北京中瑞天德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负责人在回复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已
经跟生厂商沟通，将对配方进行优化并调整
标签标识，以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我们
建议生产商进行双重检测，除了按照欧盟的
检测方法外，还应按照中国的检测方法进行
检测。”

半年时间半年时间两度被通报两度被通报这家企业怎么了这家企业怎么了？？

□梁伟 石丹

北京地区“奶业大佬”三元股份陷
入业绩困境。

4月 29日，三元股份发布了 2020年
第一季度报告。财报显示，2020年第一
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15.2亿元，同比下降
2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19亿元，同比下降325%。

今年第一季度，三元股份投资收益
为-1867.54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下滑
130.92%，公司方面表示，这主要是因为
疫情影响，合营企业麦当劳经营亏损所
致。企查查显示，三元股份持有北京麦
当劳食品有限公司50%的股份。

记者就一季度亏损的原因、投资收
益，以及全国化业务拓展等问题向三元
股份发送了采访函，截至发稿，未收到
回复。

再陷“增收不增利”困境
4月 25日，三元股份发布了 2019年

年度报告，公告显示，2019年营收 81.51
亿元，同比增长 9.32%，归母净利下滑
25.51%至 1.34亿元。这是三元股份继
2018年业绩转好，净利润大增 137.25%
后，再次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

资深乳业分析师宋亮向记者表示：
“2019年，国内奶源、包装材料等的价格

出现一定幅度上涨，造成三元成本的增
加。此外，2018年—2019年，三元推出
了一些新品，新品的上市推广使得其营
销费用增加，‘吃掉’了部分净利润。”

财报显示，三元属于乳制品制造行
业，主要业务涉及加工乳制品、冷食冷
饮、饮料、食品；公司旗下拥有液体乳、
发酵乳、乳饮料、奶粉、奶酪、冰淇淋、植
物涂抹酱等几大产品系列。

分行业看，2019年，乳制品收入上
涨 10.88%至 80.78亿元。分产品看，液
态奶收入增长 13.88%至 45.59亿元，固
态奶增长 12%至 12.77亿元。冰淇淋增
长 9.06%至 14.23 亿元，涂抹酱微降
2.14%至8.19亿元。

近十多年来，三元相继收购三鹿奶
粉、湖南太子奶、艾莱发喜、唐山三元及
法国公司Brassica Holdings。

2009年，三元收购三鹿，彼时被业
内 称 为“ 蛇 吞 象 ”式 收 购 。 2009
年—2017年，三元股份 9年累亏 9.16亿
元。财报显示，2017年河北三元仍处于
亏损中，2018年扭亏为盈实现 3175万
元净利润，2019年净利润为6351万元。

2019年湖南太子奶营收同比下滑
46.07%至 5156 万元，北京艾莱发喜净
利润为 9794 万元，同比减少 1753 万
元。唐山三元净利润亏损 2102万元，

同比增亏1244万元。
财报显示，2019年三元股份销售费

用增长 18%至 21.9亿元，研发费用下滑
29.15%至2035.56万元。

宋亮表示：“目前来看，三元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着创新不足、缺乏大单品、
渠道管理偏弱、品牌塑造与创新能力不
足的问题。引入复星战投后，三元在优
化管理体系，建立激励机制方面有所提
高，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 2018 年开始，三元开始改变，
一方面在推新品，一方面在开拓渠道，
不过此时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三元的
动作似乎有些晚了。”宋亮说。

此外，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三元股份在 4 月 21 日被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执行
标的额 57.39 万元。对于三元股份被
列为被执行人的原因，三元股份未回
复记者。

全国化之路不平坦
近年来，三元股份一直试图走出北

京大本营，迈向全国。数据显示，2019
年，三元股份来自北京和北京地区以外
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40.06亿和 40.72亿
元，同比增幅分别为 12.99%和 8.88%左
右。

2019年财报显示，在三元主要控股

参股公司中，仅上海三元与唐山三元两
家公司的亏损金额就合计高达 9238万
元。其中，上海三元，截至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5621万元，净资产-30523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4947万元，较
上年 34368 万元增加 579 万元，下降
1.68%。净利润-7136 万元，同比增亏
2023万元。

唐山三元，截至本报告期末总资产
7293万元，净资产 1724万元，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 2921万元，较上年同期
5990 万 元 减 少 3069 万 元 。 净 利
润-2102万元，同比增亏 1244万元。主
要原因：公司统筹调整奶粉发展战略过
渡期。

尽管 2019年三元在北京以外市场
的 增 速 为 8.88% ，而 较 2018 年 的
47.79%，显著放缓。

三元的“全国化”之路似乎并不平
坦，宋亮认为，从内因上看，三元在“走
出去”的过程中，对子公司的管理机制
不够灵活，缺乏张力；没有一个很好的
新品组合，供其子公司进行市场推广；
对于子公司的产品高端化要求，没有达
到一个很好的预期。

从外因上看，首先，三元走入其他
区域市场，会面临伊利、蒙牛等品牌的
强压。其次，面临区域市场最优质的龙

头企业的挤压，例如上海的光明，河北
的君乐宝等。再次，相比在大本营北
京，进入其他区域市场后，对三元资源
配置的能力，以及成本投放的需求会更
高。

基于此，宋亮认为，如果三元有一
个好的产品组合，并且给予相应的费
用投入，使其子公司在当地市场大力
推广，未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可能
性。

北京北京““奶业大佬奶业大佬””三元股份陷围城三元股份陷围城

牧场福利来啦牧场福利来啦！！蒙牛蒙牛3030亿元免息资金发给上游牧场亿元免息资金发给上游牧场
□蒙宣

5月 6日，“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天，蒙
牛第三笔10亿元短期免息资金如约发放至牧
场，加之 3月 6日和 4月 3日分别发放的 10亿
元，至此，蒙牛向合作牧场承诺的30亿元免息
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完毕，将为中小型牧场带
来超过3000万元的现金流成本节约。

蒙牛在疫情期间提出了提振信心、守护
上游的五大保障举措，从“保收购、保供应、保
运力、保资金、保运营”出发，全面保障合作牧
场利益。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表示，充足的
现金流中小企业是应对疫情冲击的前提。为
此，蒙牛在疫情期间不仅为牧场提供短期免
息借款，而且长期连续为牧场提供行业内较
低年化率4%—5%的低息资金支持，以纾解牧
场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全面助力产业链复工
复产。

近日，蒙牛爱养牛平台又创新产业互联

网融资模式，打通乳品企业上游牧场的融资
渠道，促进乳品企业与上游牧场深度融合，与
中国建设银行达成战略合作，推出牧场定制
化专属金融产品，为上游牧场增加授信 20亿
元。

放眼全球经济，探索金融科技，蒙牛还将
拓宽服务领域，为牧场及上游供应商量身打
造金融产品，为全行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支
持。5月20日，蒙牛爱养牛平台各项功能将升
级到 2.0版本，打造“520爱养牛日”。受广大
奶农需求和行业协会建议，在优先保障蒙牛
现有合作伙伴产业链物资质优价廉采购的基
础上，升级爱养牛2.0平台，对全行业开放，绝
不强买强卖，不与合作牧场计价评级及生鲜
乳收购量价捆绑、搭售产品，给奶农自由选择
的权利，让养牛更轻松、更安心，让养牛人不
再花冤枉钱。营造奶产业链物资采购公开、
公正、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支持上游牧场
可持续、快速成长，助力中国奶业振兴发展。

塞尚雀巢常温稀奶油生产线
已进入产品试生产

据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消息，塞尚雀巢有限公司
投资 1.2亿元的新生产线扩建改造项目，已完成总投
资的 80%以上，目前，常温稀奶油生产线已经安装完
成，进入产品试生产。该设备是液态奶利乐纯进口整
线设备，生产能力为每小时 6吨，预计正式投产后日处
理鲜奶能力增加 200吨左右，年生产加工艾融苏牛奶
系列产品 8000吨、艾融苏稀奶油系列产品 4000吨。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对今年保持增长有信心

据每日经济新闻近日消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
好在采访中表示，在中国疫情防控稳固的情况下，对新
希望集团今年继续增长有信心。他称，从一季度来看，
疫情对新希望集团有一定影响，但好在该公司是一个以
农业为主的企业，肉类产品是人们的刚需，新希望受到
的影响有限。同时，新希望争取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把
业绩给追回来。

（每日经济新闻）

赛科星拟向全资子公司
呼伦贝尔赛优牧业增资1.5亿元

8日，新三板公司赛科星发布公告称，根据经营发展
的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5亿元对全资子公司呼伦
贝尔市赛优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伦贝尔赛优牧
业”）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呼伦贝尔赛优牧业注
册资本由6000万元增加至2.1亿元。

公告称，本次增加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是基于
公司业务的经营发展需要。此次对外投资是公司战
略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整体效益和综合竞争
力。

资料显示，公司主要业务为生产、经营荷斯坦、娟
姗、西门塔尔、安格斯牛和牛冷冻精液，奶牛养殖、繁
育。

（盛波）

飞鹤4万吨婴幼儿配方奶粉
智能化加工项目正式生产

据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消息，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
公司克东分公司智能化婴幼儿奶粉加工项目于今年1月
12日完成首批产品调试，于日前正式商业化生产。据
悉，项目总投资 5.3亿元，项目正式投产后，年产高端婴
幼儿配方奶粉4万吨，销售收入达40亿元。

（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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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元称收购美素力具体信息需进一步核实圣元称收购美素力具体信息需进一步核实
□钱瑜 王晓

近日，有消息称圣元正在发起对广州美
素力的收购。5月 10日，圣元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公司关
于收购广州美素力的任何通知，具体信息需
要进一步核实。

资料显示，广州市美素力成立于 2005
年，注册资本2000万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为朱应光，大股东是吴卓彪。目前美素力旗
下拥有宝素力、喜素力和康素力3个品牌，值
得注意的是，这 3个系列 9个配方已经全部
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配方注册。

根据新政的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
所有婴幼儿配方奶粉如果要在中国市场销

售，必须进行产品注册。无论是国产品牌还
是洋奶粉，每个工厂原则上不超过 3个配方
系列9种产品配方。

基于此，在奶粉新政实施后，圣元两年
内多次进行收购动作。此前圣元已经收购
了云南圣达牦牛乳业、河南金元乳业、福建
贝登和吉林艾倍特等4家企业。如果此次拿
下广州美素力，圣元则在两年之内完成了对
5家奶粉企业（工厂）的收购。

乳业专家宋亮表示，圣元先后收购多家
乳企的意图明显，即为获得更多配方注册资
格，消化自身过剩的奶粉产能。“圣元法国工
厂奶粉产能太大，跨境购又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所以圣元要尽可能拿到更多品牌的注
册资格来消化产能。”宋亮称。

2014年，圣元法国卡莱工厂破土动工。
2016年9月，圣元法国卡莱工厂正式投产，该
工厂专门生产圣元“100%优博法国原罐原
装”系列产品，年产能10万吨级。

据了解，圣元在投资法国工厂之前卖掉
了很多国内工厂，只剩下 3个工厂。截至目
前，圣元针对 3个工厂的配方资格已经全部
获批。圣元通过注册的配方系列共有 9个，
包括圣元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圣元的前身）
旗下的圣特拉慕（羊奶粉）、优博金爱嘉、优
博盖诺安，法国圣元国际旗下的优博剖蓓
舒、优博瑞慕、优博，内蒙古蒙原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圣元的子公司）旗下的蜜蓓、融臻、
诺惜尔。

这与圣元旗下257个配方产品相比可谓

九牛一毛。资料显示，圣元旗下拥有包括
“优博”系列，“我的天使”系列，优聪婴儿配
方奶粉，育婴博士超级金钻装等在内的86个
配方品牌，257个配方产品。业内人士分析
认为，为获得更多的配方注册资格，圣元对
中小工厂的需求会持续增加。

不过，圣元通过并购方式获得了注册配
方，不同于常规的配方奶粉注册渠道。那些
被注册制拦截在外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也能
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市场吗？对此，宋亮分析
称，目前国家对于通过并购获取配方注册的
行为并无禁止，企业在完成收购后严格按照
国家规定进行生产和检验即可，随着奶粉企
业通过并购获取注册资质的盛行，行业兼并
和整合态势也将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