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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瑀宸

“网红乳企”天润乳业正在尝试走出
舒适区。

2021年 12月 9日，天润乳业发布对
外投资公告称，天润乳业与山东齐源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齐源”）
签订《天润齐源乳品有限公司出资协议
书》，共同出资3亿元设立天润齐源乳品
有限公司，其中天润乳业出资1.53亿元，
持股比例为 51%；山东齐源出资 1.47亿
元，持股比例为49%。

公告还表示，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
合天润乳业向疆外发展战略需要，对其
未来产能扩张形成很好的补充，且有利
于进一步开拓疆外市场，提高疆外的市
场占有率。

“天润乳业在山东落地，一方面是山
东当地政府与企业为天润乳业提供了落
地的吸引力和支持，另一方面在于山东
具有广阔的消费需求和加工能力，但本
地乳企实力较弱。”12月11日，香颂资本
执行董事沈萌向记者表示，在稳固区域
内的相对优势下，天润乳业尽早布局区
域外发展的策略，做出提前量、可以减少
后期扩张时的阻力。

针对天润乳业拟在山东投资设立子
公司相关细节问题，12月 10日，天润乳
业向记者表示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

网红区域乳企的烦恼
事实上，天润乳业在近年来一直寻

找着疆外市场的突破点。
天润乳业在2020年财报中表示，为

进一步加快市场布局，天润乳业在 2018
年初成立了销售公司，未来也将继续加
大疆外市场的布局。并且在2021年，天
润乳业将区分重点市场和培育市场对疆
外市场架构进行调整，落实核心市场、重
点区域的扶持政策，强化线上业务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成立了销售公
司，但从业务数据上看，天润乳业却一直
没有在疆外市场实现实质性的突破，疆外
营业收入增速并不稳定。财报显示，2018
年至2020年，天润乳业疆外市场的营业收
入增长分别为25.12%、4.8%和9.87%。

此次天润乳业选择与山东齐源共同
出资 3亿元设立天润齐源乳品有限公
司，展开深入合作，在业内人士看来，也
是为了进一步突破疆外市场。

“天润乳业走出新疆，在山东建厂很
可能会削弱其新疆奶的优势。”12月 11
日，高级乳业分析师宋亮向记者表示，天
润乳业可以定义为小众网红品牌，消费
者购买天润乳业产品的主要原因，在于
其产品具有新疆奶源特色，倘若脱离去
做其他产品，反而会扼杀天润乳业的竞
争优势。

据悉，天润乳业2014年借壳新疆天
宏登上A股市场，作为新疆唯一在A股
上市的头部乳企，天润乳业一直以“小而
美”的乳制品业务为经营根本。

凭借2015年3月推出的爱克林浓缩
酸奶和爱克林鲜奶，天润乳业逐渐打开
疆外市场。在此之后，天润乳业开始进
行产品升级，将消费人群定位为年轻人，
推出“巧克力碎了”、“ 酸奶熟了”、“冰淇
淋化了”、“蜜了个瓜”、“被柚惑了”等网

红低温酸奶产品。2018年爱克林包装
低温酸奶销售数量超过10亿包。

低温酸奶的成功造就了天润乳业良
好业绩。财报显示，2015年至 2019年，
天润乳业的营收和净利润连续呈现双位
数增长。

然而2020年上半年，其业绩增速首
次回落至个位数。财报显示，2020年上
半年天润乳业营业收入为 8.83亿元，同
比增长 7.22%，净利润为 8013.78万元，
同比增长 3.32%。2021 年三季财报显
示，天润乳业前三季度营收 15.72亿元，
同比增长19.2%；净利润为1.13亿元，同
比减少6.13%。

对此，宋亮表示，天润乳业业绩下降
的原因在于，2013年开始中国酸奶高端
化发展趋势较好，天润乳业赶上了红利
期，直到2018年底高端酸奶红利期日渐
结束。而 2019年乳企之间的高端酸奶
迎来价格战，2020年受疫情影响，更是
雪上加霜。直到 2021年酸奶整个品类
都在下降，天润乳业也难以幸免。

值得注意的是，天润乳业也在寻找
新的营收亮点。8月 10日，天润乳业在
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天润乳业已
经成立奶啤事业部，由专业人员独立进
行奶啤产品的运营推广。

据了解，奶啤是天润乳业自主研制
的专利产品，2021 年度奶啤产能超过
100吨/天。

不过宋亮表示，目前奶啤还属于小
众，想让消费者养成消费习惯和偏好并
不容易。目前对于天润乳业来说，当务
之急是降低成本，减少投资，保持自身运

营的安全性。

区域乳企面临多方挑战
目前，我国乳制品同质化严重，蒙

牛、伊利等龙头乳企渠道不断下沉，试图
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同时，进口乳品数
量也在不断增加。内外施压之下，区域
乳企所承受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2019
年中国规模以上（年销售额2000万元及
以上）乳制品企业数量逐年下降，2020
年出现增长。2020年中国规模以上乳
制品企业达到 572家，较 2019年新增 7
家；2021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乳制品企
业数量为576家。

不过，沈萌表示，中国乳品消费的需
求非常庞大，即使存在伊利蒙牛等头部
企业，也仍然有充足的市场空间容纳其
它区域乳企。

《2021 年中国乳制品行业全景图
谱》显示，2019年我国奶类人均消费量
为 12.5千克，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乳品需
求量将维持较高的增长，驱动因素包括
农村消费升级、城镇化提升及乳品多品
类扩展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区域乳企
也在避免与全国化乳企正面对抗，转而
集中现有资源，进行差异化竞争。

在与消费者建立起较深的联系后，
跨区域经营进程正在不断加速。10月
21日，光明乳业发布公告，以 6.12亿元
向小西牛生物乳业股份有限公司8位股
东收购公司 60%股份，以用于完善光明
乳业在西部的奶源布局、产能布局、市场

布局，提升优质奶源自给能力。去年 5
月，新乳业宣布，以 17.11亿元收购西北
乳业巨头旗下拥有下夏进牛奶的寰美乳
业，借此布局西北市场。

然而并购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区域
乳企仍面临产品没有优势，且市场占有
率不高的尴尬处境。

“当前的区域乳企并非是以规模来
定义，而是如何能赢得消费者的购买情
绪。”宋亮表示，区域乳企实现破局的关
键在于发挥好升级快、易掉头的优势，同
时能生产出符合市场潮流的产品，让消
费者耳目一新。

当前，区域乳企不再单纯追求规模，
而是转向细分产品领域，应用冷链运输
系统形成自身优势。卫岗乳业建立前置
仓，缩短鲜奶配送时间。兰格格乳业则
立足于草原酸奶这一细分领域，提出

“600里草原急送”的理念，通过2℃—6℃
全程冷链运输开拓外围市场。天润乳业
则打出的“8000里诚贡”，可在60个小时
内将产品运到全国各大商超。

宋亮表示，当区域乳企的产品规模化
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与龙头企业产生
激烈竞争，不过此时比拼的并不是终端产
品动向，而是其背后的供应链体系。

区域乳企争抢全国化机遇区域乳企争抢全国化机遇，，天润乳业能否破局成功天润乳业能否破局成功

■资料图片

12月 9日晚间，贝因美（以下简称
“公司”）发布公告，公司与中衡一元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衡一元”）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此次合作旨在
充分发挥贝因美的品牌优势、产品优势、
质量优势、服务体系优势、广泛的客户基
础及良好的用户口碑等，叠加中衡一元
专业的企业综合价值管理能力以及资源

和相关领域渠道撬动整合优势等，为广
大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据悉，双方将共同开发面向母婴及
成人的功能性产品和营养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缓解孕产妇产前、产后焦虑等品
类，中衡一元将为贝因美提供相关领域
的专利技术支持。目前，中衡一元已研
制了具有抗焦虑、安神助眠等功效的功

能性产品，抢占了行业先机，有利于推
进贝因美营养健康领域战略布局的实
施，提升综合竞争力。

此外，中衡一元将全力支持贝因美
“发展社群经济，推进新零售战略”，通
过建立与贝因美关联的社群，将大量亲
子家庭母婴用品的消费人群连接和互
动起来，完成商品、内容与服务的交付，

构建消费者个性化的极致消费体验，打
造母婴产业社群新零售的创新模式，助
力公司母婴生态圈的构建。

早在 2020年，贝因美发布《2020年
—2024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明确了
母婴生态圈构建战略。此外，贝因美董
事长兼总经理谢宏也曾多次对外表示,
在做强奶粉、米粉等传统优势业务的同

时,公司接下来将聚焦母婴生态圈,实现
关联业务多元化发展。

据母婴研究院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3年，母婴市场规模可达 5.05万亿，
切入母婴生态圈这个万亿级市场,显示
了贝因美的前瞻性。目前单一的奶粉
业务布局已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发展的
需要,只有不断地进行思维重构,以优势

业务为根基,发力行业生态圈才能获得
更大的发展空间。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将有利
于贝因美借助中衡一元的专业优势和
资源优势，优化公司产品产业结构，寻
找并抓住孕婴童产业领域的机会，助力
公司加快实现母婴生态圈的战略构建。

（中商网）

贝因美与中衡一元战略合作贝因美与中衡一元战略合作，，持续完善母婴生态圈战略布局持续完善母婴生态圈战略布局

□王佳

同心共超越，聚势耀未来！
2021年最后一个月，伊利集团 2022
年度全球合作伙伴大会盛大举行。
为积极响应国家疫情防控工作，本
年度大会采取“线上+线下”分区域
举行，40余场区域大会总结2021年
卓越成绩、展望 2022 年发展新机
遇。

2021年，面对宏观经济不确定

性及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伊利以
强大的系统性抗风险能力和内生增
长确定性，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生
共赢，液态奶、酸奶、奶粉、冷饮、奶
酪等各大事业部纷纷晒出亮眼成
绩，充分展现了龙头企业的发展潜
力和创新实力。凭借各大事业部在
大会上交出的亮相“成绩单”，伊利
前三季度业绩呈现超预期增长态
势，引领亚洲乳业率先开启“后千亿
时代”。

后千亿时代，伊利业绩全面领先
2021年，站在“十四五”开局的

新起点，乳业发展同样迈入新的历
史阶段。2021年，伊利蝉联全球乳
业五强、蝉联“全球最具价值乳品品
牌”，前三季度总营收突破850亿大
关，净利达 79.67亿元，双双实现高
位增长，再创历史新高。

这其中，离不开伊利五大事业
部的卓越表现。2021年，伊利液态
奶、酸奶、奶粉、冷饮、奶酪等五大事
业部纷纷晒出亮眼成绩。液态奶方
面，来自尼尔森最新数据显示，伊利
液态奶市占率连续多年第一，其中，
金典稳居全球有机第一品牌，安慕
希份额雄踞品类第一。冷饮方面，
根据凯度数据，伊利冷饮稳居销售
额份额第一、渗透率第一，大幅领跑
行业。酸奶事业部畅轻持续稳居低
温酸奶第一阵营，连续多年位居行
业品牌力第一。奶粉方面，来自尼
尔森的最新数据显示，金领冠在全
渠道增速领跑所有同品类品牌，成
为中国市场增速第一的婴幼儿配方
奶粉品牌。奶酪方面，前三季度，伊
利奶酪业务零售端整体同比增长
180%，持续产品创新引领品类发展。

正如伊利集团负责人在大会上
致辞所说，面对2021年严峻的外部

形势和巨大的经济压力，伊利始终
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携
手广大合作伙伴持续为消费者提供
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挖掘业
务突破机会和增长点，带动全产业
链再获佳绩。这不仅完美诠释了龙
头企业的全球新高度，更为中国乳
业的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全面价值领先，伊利开启新增长极
不创新，无未来。在此次全球

合作伙伴大会上，伊利深入洞察消
费者需求，重磅推出百余款新品，受
到广大合作伙伴的广泛欢迎。其
中，作为“中国有机力量”的代表，金
典展示了金典有机娟姗纯牛奶，更
优质的奶源、更高的原生蛋白，打造
天然香浓口感；年销售超 200亿元
的安慕希，继续保持快节奏新品研
发，清甜菠萝、奶酪爆浆球、AMX美
颜酸奶等继续为消费者带来惊喜；
富含优质植物蛋白的植选系列，原
味豆奶、植物酸奶、厚椰乳等口味不
断呵护消费者的味蕾。此外，畅轻、
金领冠、巧乐兹、甄稀、冰工厂、须尽
欢等一系列明星品牌也将在新的一
年加速产品创新升级。

“我们有信心和伊利一道开启更
美好的未来！”参加此次大会的合作

伙伴纷纷表示，伊利始终坚持互利共
赢的理念，持续推出创新产品，这不
仅完美诠释了龙头企业的责任担当，
也为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
劲的动能。事实上，伊利一直以来将
全球化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在国内，
伊利已在内蒙古、河南、宁夏、河北、
山东等20多个地区密集布局了多个
现代化乳业集群；在国外，伊利在新
西兰建设有大洋洲生产基地和威士
兰乳业有限公司两个生产加工基地，
在印尼建设单体规模最大的冰淇淋
工厂也已于 2021年 12月 10日正式
投产。截至目前，伊利全球合作伙伴
遍及5大洲，分布在33个国家，为伊
利“后千亿时代”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志合以登高，众行以致远。正
如伊利在不久前举行的领导力峰会
上正式发布的“全面价值领先”目
标，面向 2030年，除了实现既定的
中长期目标外，伊利将以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实现“消费者价值领先”

“社会价值领先”“员工价值领先”
“企业价值领先”的四大价值领先目
标，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未
来，站在“后千亿时代”的新起点上，
伊利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坚守品
质初心，以卓越进取之姿，以蓬勃发
展之势，再续新篇章。

4040余场盛会余场盛会！！伊利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再启新征程伊利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再启新征程

■■伊利在印尼建设的单体规模最大的冰淇淋工厂正式投产伊利在印尼建设的单体规模最大的冰淇淋工厂正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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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蒙牛等企业入围
中国农业企业500强

近日，农民日报社发布了《2021（第五届）中国
农业企业500强榜单》（公示版）。该榜单参照国际
通行评价办法，由企业按照要求进行申报或采用
公开数据，依据2020年农业企业营业收入排序产
生，现已进行公示，时间为 12月 10日—12月 14
日。

榜单中共有 27 家企业涉及乳制品生产加
工，入围乳企的最低门槛为营收 12.90亿元。其
中 4 家营业收入超 200 亿元乳企，它们的表现
为：伊利以 965.24 亿元位居第 8 名；蒙牛以
760.35 亿元位居第 14 名；娃哈哈紧随其后，以
464.41亿元位居第 24名；光明乳业以 252.23亿
元位居第53名。 （据《农民日报》）

飞鹤乳业成立乳品新公司
注册资本1亿元

企查查APP显示，12月 6日，飞鹤（依安）乳
品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孝春，注册资
本 1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包含：乳制品生产；婴
幼儿配方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等。

企查查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黑龙江飞鹤
乳业有限公司100%控股。 （窦永瀚）

熊猫乳品股东蒋贤宗
减持750股

熊猫乳品近日发布公告，公司股东蒋贤宗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750股，占公司
普通股总股本比例为 0.0006%，本次减持股份均
价为34.72元/股，本次减持套现2.6万元。

公告显示，减持前蒋贤宗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00股，占公司普通股总股本 0.0024%，本次减
持后持有股份 2,250股，占公司普通股总股本比
例为0.0018%。

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2021年第
三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996210.83元，比上年同期下滑10.74%。

资料显示，熊猫乳品的主营业务为浓缩乳制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乳品贸易。（金融界）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局通过抽
检，发现部分奶制品、豆制品蛋白
质含量不达标。

蛋白质是生物体细胞的重要
组成成分，能够调节体内的新陈代
谢，给机体提供必需氨基酸，蛋白
质属于品质指标，蛋白质含量不符

合要求的原因，可能为生产企业使
用劣质原料或对原料质量把关不
严，或未按照配方标准投料生产，
或生产工艺设计不合理导致有效
成分流失等。

11月30日，河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抽检发现，伊川县家佳惠购物广

场销售的标称河南叮当牛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1批次6果蔬乳酸菌饮品
（335g/瓶，叮当牛，2021-05-01），蛋
白质检出值为0.65g/100g，标准规定
为不小于0.7g/100g。

12月 1日，河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布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信息的通告，标称沧州千尺雪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AD乳酸菌
饮品，蛋白质检出值为 0.5g/100g，
标准规定为不小于0.7g/100g。

12月 3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
告2021年第47期。其中，宣威市海

岱镇方方商店销售的、标称云南傲
虎食品有限公司委托云南磨浆农业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恒枫庄园核桃
乳（250ml/瓶、恒枫庄园®，2021/08/
17），蛋白质不符合产品明示标准及
质量要求，检验结果为0.40%，标准
值为≥0.6%。 （中国食品安全网）

三款乳酸菌饮料蛋白含量不达标三款乳酸菌饮料蛋白含量不达标

□维佳 陈郴

12月 10日，总投资逾 1亿元的
深圳市晨光乳业有限公司平远奶源
基地项目在长田镇长江村正式开工
建设。平远县委副书记、县长周小
勇，县委副书记陈琼宏，华侨城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董事朱德
胜，深圳市光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胡弘，深圳市晨光乳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银涛等出席奠基仪式。

据悉，该项目由华侨城集团旗
下深圳市晨光乳业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总投资 1亿余元，建设养殖

2000头奶牛的现代化规模牧场，规
划用地面积 361亩，总建筑面积约
4.4万平方米。项目预计在 2022年
投产运营，每年将产出鲜奶约
10200吨，实现年总收入 6000余万
元，并提供 50多个就业岗位，带动
当地公犊牛饲养、青贮玉米种植等

相关产业发展。
周小勇代表县委、县政府对项

目的动工建设表示热烈祝贺。他
指出，奶业的发展极具潜力，平远
的发展也极具机遇，奶源基地的建
设将为平远建设特色养殖基地、促
进带动乳制品企业和农牧业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也将成为平远融入
湾区建设的重要平台，为平远对外
输出更多优质农牧产品提供强有
力支撑。平远县将秉持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原则，用心用情、高质高
效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力促项目
早日完工、早日投产、产出效益。

晨光乳业平远奶源基地开工晨光乳业平远奶源基地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