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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乐宝：逐个击破婴幼儿奶粉市场泡沫
访君乐宝乳业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刘森淼
文 / 黎兵

粉市场的“
一池春水”。
近日， 君乐宝奶粉事业部总经

君乐宝奶粉一经推出， 即因

理刘森淼接受专访， 向笔者解读了

“低价”和“电商渠道”引发行业内
的广泛关注。

其率先吃螃蟹和成为领跑者的商业
逻辑，君乐宝是以互联网思维加
“全

一年多时间过去，君乐宝奶粉
并没有像市场质疑的那样逐步沉

球优选” 打造中国好奶粉， 并表示
“130 元价格是合理的市场价格，”

寂甚至退出市场， 反而迅速壮大，
并迎来了新希望、雅士利、红星乳

君乐宝并不是搅局者，“我们要向
‘
三高（高价格，高费用，高利润）’奶

业等跟进者，搅乱了高价婴幼儿奶

粉宣战。 ”

破釜沉舟布局奶粉市场
黎兵：君乐宝过去一直专注酸
奶业务，为什么突然决定进军奶粉

更适合中国宝宝的配方奶粉。
对奶粉中所用的各种营养元

业务？

素，君乐宝秉承
“全球优选”的原则，

刘森淼：是的，君乐宝乳业成立
于 1995 年，20 年来一直专注于奶

全部从全球排名前三的供应商采
购，如乳清粉全部采用爱尔兰 Kerry

源建设、乳品的研发和创新，像我们

集团的高标准 D90 脱盐乳清粉。

君乐宝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刘森淼简介
刘森淼，男，现任石家庄君乐宝乳业有限公
司奶粉事业部总经理。 自 2003 年加入君乐宝以
来，先后从事销售等工作，作为君乐宝低温酸奶
企划负责人，带领团队成功打造红枣酸牛奶及每
日活菌等众多行业明星产品，帮助君乐宝实现了
低温市场的全面突围，君乐宝低温酸牛奶、乳酸
菌饮料市占率多年来始终稳居全国前四位。
2013 年，君乐宝启动婴幼儿奶粉项目，刘森
淼被委以重任，担任奶粉事业部总经理。 他凭借
超前的创新思维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带领君乐
宝奶粉成功上市并快速赢得市场认可。 在产品
上，刘森淼坚持以优选全球资源打造国际一流品
质， 君乐宝奶粉成为国内率先通过欧盟 BRC 和
IFS 双重认证的奶粉品牌；在销售上，他成功以互
联网思维颠覆传统渠道、腰斩主流价格，引领国
内市场奶粉价格理性回归。 上市仅一年多，君乐
宝奶粉已赢得超过 50 万消费者的信赖， 被誉为
中国奶粉优质优价新阵营的领导品牌。
在首款“130”奶粉取得成功后，刘森淼又带
领团队开拓细分市场， 先后推出 OPO 白金装奶
粉、小小鲁班儿童奶粉、超级金装奶粉，君乐宝奶
粉系列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市场认可度不断翻新。

喜欢喝的红枣酸奶就是我们率先创

此外，在检验检测方面，君乐宝

立的， 现在已经受到全国很多消费
者的喜爱。 在老酸奶市场，君乐宝市
占率有 30%多，居行业前列；酸奶市

奶粉从原奶配料到生产出合格的产
品，实施了 31 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对原奶和成品特别增加了多重检验

场的整体排名也位居前列。
君乐宝此时做奶粉，主要是源
于中国的婴幼儿奶粉已经成为中

项目，层层检验、重重把关，确保每一
罐奶粉都安全过关。 而且，君乐宝还
率先使用了全过程电子追溯系统，实

国乳业之痛。 一方面，洋奶粉在中
国频频涨价，牟取暴利。 一罐婴幼

现了每一罐奶粉的全程可追溯。
正因为在奶源、原辅材料、生产

儿奶粉在英国折合人民币卖 89 元，

检验等全产业链上的严格把关，君

荷兰卖 90 元，澳大利亚、日本、韩国
也都是一百二三十元，全球奶粉的

乐宝奶粉在国内率先通过了欧盟
BRC 食品安全全球标准 A 级认证

平均价格也在一百二十元左右。 而
同样的一罐奶粉在中国卖到三、四

和 IFS 国际食品标准认证。
黎兵： 很多企业在尝试新业务

腰斩“三高”奶粉价格

百元，甚至更贵，形成中国婴幼儿
奶粉全球最贵的局面。

时，会重新打造一个品牌，以减少新
业务不成功所带来的冲击， 君乐宝

黎兵：在中国婴幼儿奶粉价格
普遍位于 200 元以上的价格格局

不正常了。
在欧洲， 以人均工资 3000 欧

贵几欧元，可是一到中国价格就翻
几倍。

到。 而奶粉的保质期比较长，且消
费者不会等到家里一点奶粉也没

另外，中国消费者到国外大量
代购奶粉，引起很多国家和地区推

进军奶粉业务为何直接取用“
君乐
宝”品牌，而不是另选一个品牌？

下，君乐宝为什么会定价 130 元？
刘森淼：我们的经销商到很多

元计算， 每月支付奶粉钱按照 14
欧元每罐，每月 4 罐计算，奶粉支

君乐宝也在研究配方升级的
新产品，比如去年 12 月 12 日推出

有才购买，所以我们给消费者的承
诺是七天内送到。 其实，线下如何

出针对中国消费者的限购政策。 这

刘森淼：其实，君乐宝奶粉上市

些代购者到国外买奶粉，除了信任
国外奶粉的质量，价格便宜也是一
个重要的因素。 这种现象深深的刺
痛了中国的乳业从业者，中国宝宝
的奶粉终究是要放在中国人自己

的那天，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用魏
总 （君乐宝创始人魏立华） 本人的
话： 我要把君乐宝二十年的身家性
命押上做好奶粉， 我就不信还做不
好奶粉，如果这个奶粉做不好，咱这

国家拍了奶粉的价格，一罐 900 克
标准装婴幼儿奶粉， 英国平均仅

出占工资收入的 2%左右； 但是在
中国， 目前奶粉的价格使得一个

的添加了 OPO 营养素的产品，售
价 176 元。 我们只卖市场价格的一

运营，我们还在摸索，因为有线上
的支撑，允许我们在线下进行一些

89 元，荷兰 90 元，南非 130 元，澳
大利亚 136 元，日本 147 元，基本
在 90~150 元之间。 而且国外奶粉
基本无高端低端之分，只不过针对

普通家庭在孩子口粮支出差不多
都在千元以上， 或占到工资比例
近半。 随着中国二胎政策的逐渐
放开， 如果奶粉价格还这样继续

半，而且把 OPO 的含量加足，1 段
加到 4.5，2 段、3 段加到 3.5， 也就
是说， 不管市场上卖多好的奶粉，
我只卖一半的价格，而且品质还要

尝试。
黎兵：君乐宝奶粉至今上市已
有一年多时间，目前取得了什么样
的成绩？

的奶罐里，才安全。
振兴中国婴幼儿奶粉行业，是
每一个中国乳业从业者的责任，君

个企业就完了。
算是破釜沉舟吧。 君乐宝二十
年了，每次市场调研，消费者的评价

特殊婴幼儿人群可能有些特殊配
方， 但价格也不会像中国市场那
样，号称添加了某个物质，价格就

随意涨上去， 这对中国消费者非
常不公平， 因为一个孩子一个月
500 来元的奶粉开支才是国际基

做到更好，只有这样，高价奶粉的
价格才能降下来。
现在，君乐宝已经把 OPO 的

刘森淼： 君乐宝奶粉的业绩，
首先是自身的发展壮大。 这一年
多，君乐宝奶粉销售额已经达到 5

乐宝自然不能例外， 我们希望中国
宝宝喝上安全、放心，拥有国际品质，
且价格跟国外一样优惠的好奶粉。
黎兵：君乐宝在奶粉领域并没

都是好喝不贵， 这是消费者多年来
对我们不变的评价。我们做奶粉后，
也要保持这种风格， 也就是我们虽
然有高端的产品，但是不会卖太贵，

大涨。
起初，我们商讨价格时，有的

准线。 对于企业来说，只有合理地
赚钱才能长久。

“神话”挤破，接下来还会有两个新
品，正是市场上宣传的这样那样的

亿元， 消费群体扩大到 50 万人以
上，并且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每月

说以我们这样的品质，按照目前市
场销售方式， 起码应该定在 300

当前，国内奶粉价格高出国外
1~4 倍，其中肯定存在泡沫。 既要

概念， 我们还是卖他们一半的价
格，但是无论多好的奶粉也不会超

环比增长都在 30%以上，远远超过
了我们的预期和同行的分析。 这充

有经验，如何生产出一罐令消费者
放心和接受的奶粉？

况且奶粉本就是没有高低端的，我
们觉得就用“君乐宝”好了，将君乐

元。 但在充分对比国内外奶粉市
场、分析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和承受

卖低价，又能保证利润，因为我们
第一不谋取暴利，第二进行了渠道

过 200 元。
黎兵：君乐宝在销售上起步于电

分证明我们的“优质优价”策略是
正确的，是符合市场规律和消费者

刘森淼：用最好的奶源、最好
的工艺和最严苛的管理做好每一

宝和奶粉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让我
们时刻警醒着，要为这个企业负责，

能力后，我们最终拍板定价就固定
在每罐 130 元，其实这一在国内最

创新。 我国奶粉价格过高就是因为
要经过层层经销商最终到达消费

商，今后也会一直仅走电商渠道吗？
刘森淼：现在也有很多人都在

需求的。
除此之外，有专家评价，君乐

件事，来换得消费者的放心。 具体
来说，第一关键环节就是奶源。 君

对消费者负责。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君乐宝的

低的奶粉价格在国际奶粉中却已
经是较高的价格了。 尽管君乐宝奶

者手里，这些费用要占到奶粉零售
价格的 50%左右。 我们最终决定奶

问，光做电商么？ 这样会不会有什
么风险？ 实际上，我们看到做食品

宝奶粉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也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是让中国市

乐宝的奶粉，叫牧场奶粉。 奶源全
部采用大型标准化牧场的优质原

酸奶一天卖一两千万， 数亿的消费
者喝我们的酸奶、纯奶，奶粉也可以

粉哪怕卖到 200 元在国内也不算
高的，但是婴幼儿奶粉就是孩子的

粉全部采用网络、 电话直营销售，
这样可以达到省去各销售环节的

就是把优质的产品， 以优惠的价
格，以最快捷的方式，送到消费者

场上奶粉的价格逐步恢复理性，特
别是多年来价格居高不下的洋奶

奶，且奶源主要指标，比如蛋白、脂
肪、菌落总数、体细胞等均优于美

在这些品牌主力区域迅速铺开，即
使未来要用其他品牌， 也会用君乐

口粮，它不是奢侈品，凭什么卖得
那么贵？

费用和利润。
黎兵：那么，君乐宝在奶粉领

手中。 在 2010 年的时候，网购奶粉
仅占整个行业的 10%，剩下的渠道

粉纷纷大幅降价，为消费者节约了
大量的奶粉钱；二是推动了其他企

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国

宝背书。

标，达到欧盟标准。 其中代表卫生
指标的菌落总数指标，美国标准是
50 万，日本标准是 20 万，欧盟标准
是 10 万， 而君乐宝的企业标准是
10 万，而实际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已
经控制在只有几千，已经远远优于
欧盟标准。
奶源以外，就是配方。 我们获

黎兵：进军奶粉市场后，君乐宝
在原有的酸奶业务和新进的奶粉业
务上会有所取舍吗？
刘森淼： 君乐宝的酸奶业务已
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 拥有全亚洲
最大的生产车间，并且，在全国各地
有十个生产基地。 酸奶作为主营业
务，不会改变。婴幼儿奶粉是新兴业

得了“国家乳品研发技术分中心”
的称号，还与中国营养学会联合率
先成立了国内婴幼儿合作研发中
心，将中国营养学会几十年来对中
国人的膳食营养的研究成果应用
到奶粉的开发中去，也是为了研究

务， 振兴婴幼儿奶粉是君乐宝五年
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任务， 对于君乐
宝的二次腾飞，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未来五年，婴幼儿奶粉产量
将达到 10 万吨， 达到国内第一阵
营，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发展规划。

域是要一直走低价策略吗？

占到 90%。 但是这个数字到 2013

业进行第三方检测。 君乐宝在业内

证企业运营的利润？
刘森淼：130 元并不是一个很
便宜的价格，只是大家习惯了买的
太贵， 才会觉得 130 元的价格很
低，其实，这只是世界平均价格。 在
这个价格下， 我们有合理的利润、
正常的利润。
国际上食品行业合理的净利

黎兵：130 元的价格， 能否保

刘森淼：君乐宝就是要向“三
高”奶粉开战。 所谓三高，即为高价
格、高费用、高利润，很多品牌产品
卖 400 元，70 到 80 块的成本、100
块给广告、100 块给渠道、100 块是
自己的利润。
当前，强化产品卖点，包装出
高端、超高端概念，也是很多企业

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 24%， 我相
信，今年婴幼儿奶粉的网购肯定能
超过 30%的占比。
但是，我们并不局限于仅依靠
电商渠道。 去年我们的渠道只有网
络和电话直营，从去年年底，我们
也开始尝试做一些线下体验店。 具
体做法就是在各地寻找配送商，一

率先引入瑞士 SGS 进行第三方检
测，并进行欧盟认证，现在很多企
业都在效仿，这对提高企业质量安
全管理水平和提高消费者信心起
到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我们正在
筹划全球先进的奶粉研究院。 君乐
宝做酸奶， 对行业有很多贡献，做
奶粉也致力于为行业做出更多的

润率一般都在 10%以内，君乐宝酸
奶净利润不到 4%， 但 130 元的奶
粉净利润能达到 7%左右。 作为快
消品，批零差价在 17%左右就有合

采用的手段，以 OPO 为例，很多
品牌在配方升级后，因为加入了能
够促进钙吸收的 OPO， 就将价格
从 200 元提升到 300 元，甚至 400

个镇或是一个市区为一个单位，给
他一定的佣金，负责配送。
整个互联网都在讲 O2O 模式
和互联网 + 思维。 现在有汽车、电

贡献，包括推动技术的进步。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
正与几个国产乳制品企业接洽成
立一个“优质优价联盟”，大家一起

理利润，而国内有的奶粉企业净利
润率甚至达到 20%，那可以说就是

元。 而国际市场上， 有的洋品牌
OPO 配方奶粉其实只比普通产品

动车， 以我们目前规划的密度来
看，除了偏远地区，一两天就能送

确保品质一样好、 价格一样低，来
向“三高”奶粉开战。

观察

优质优价是中国奶粉的唯一出路
令刘森淼欣喜的是， 一年前率

优质优
续扩容，可以肯定的是这股“

新提振消费信心。 因为国产奶粉唯

道上，颠覆常规，省去了中间各销售

奶粉累积销售额已突破 5 亿元，获

如今， 君乐宝又在联合几家大

先向高价洋奶粉开战推出优质优价
奶粉的君乐宝， 如今已不再是孤军
奋战了。
先是新希望以“百元价格 + 电
商渠道”的模式开始进军奶粉市场，
推出 99 元的爱睿惠婴幼儿配方奶

价”的风暴还会来的更加猛烈。
从市场环境来看， 目前中国本
土奶粉品牌正在迎来黄金发展期，
反攻形势十分有利。 国家政策逐渐
收紧，行业标准不断提高，国产奶粉
水平已有了大幅提升。 市场数据也

有将标准设定的更高，在品质上付
出更多的努力，才能重新获得中国
消费者的认可。 横轴代表价格，要
有竞争力，要与国际接轨，控制在
一条合理的价格基准线以内。 只有
找到了优质优价的新坐标，国产奶

环节的费用与利润，减少运营成本，
以厂价直供送到家， 大大降低了消
费者购买奶粉的成本。
笔者从君乐宝内部拿到的数据
显示，2014 年 4 月 12 日君乐宝奶
粉上市， 至 7 月 22 日上市百天时，

得了 50 万消费者的认可。
消费者对
“优质优价”奶粉的认
可，也吸引越来越多厂商在模式上
向君乐宝看齐。 如今 130 元 / 罐已
经成为了中国奶粉市场新的价格基
准。除了新希望、雅士利以外，伊利、

型国产奶粉品牌，成立
“优质优价联
盟”，继续向
“三高”奶粉开战。 这个
“
优质优价新阵营”， 将会是一股促
成国内市场奶粉品质和价格回归的
重要力量。
虽然从大市场来看目前还只是

粉，紧接着，雅士利方面也表会推出

透露出这一点， 根据 AC 尼尔森最

粉、中国乳品行业乃至中国食品行

君乐宝奶粉官方旗舰店销量便当日

圣元等老牌的国产奶粉厂商也都纷

小气候，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阵营

一款百元左右的进口奶粉。
“
中国乳
业教父”郑俊怀也表示，其二次创业

新数据，在母婴店和商超渠道，排名
前十的奶粉品牌中， 国内奶粉品牌

业才能走向正确的复兴之路。 当
然，随着消费者日趋理性，“优质优

排名第一， 创下了天猫平台有史以
来国产奶粉的最佳成绩。 11 月 11

纷推出了百元产品，希望提前布局
市场。 连价格一向坚挺的洋奶粉也

在市场、 行业上引起的一系列反响
已是深层次的、裂变性的。就像小米

推出的奶粉将以质优价低来满足中
国消费者的需求。
可以说， 中国奶粉市场形成了
一个全新的“
优质优价”新阵营。 此

在数量上首次与外资品牌持平。 从
市场占有率看， 在母婴店和商超渠
道，外资奶粉的市场份额也在下滑。
刘森淼认为，
“优质优价” 将是国产

价”也将是洋奶粉争夺中国市场的
唯一选择。
在刘森淼看来，君乐宝奶粉的
“优质优价”来自其“全球资源 + 互

日双十一大促， 君乐宝登上奶粉类
销量榜榜首， 又是天猫平台有史以
来国产奶粉首次超过洋奶粉排名第
一。 今年 4 月 12 日上市一周年当

主动向这一价格靠拢，要么直接推
出网络特供产品，要么通过打折促
销等变相降价。
刘森淼透露，粗略统计，上市一

的出现给世界通讯业带来的革命一
样，“优质优价新阵营” 已经找到国
产奶粉回归市场中心的正确路径。
而其引发的国产奶粉蝴蝶效应仍会

外， 行业内部信息透露今年年底起
码 还 有 3~6 家 大 型 企 业 要 推 出

奶粉崛起的新坐标。 在这个坐标轴
里，纵轴代表品质，越高越好，要向
世界上最一流的水平看齐， 才能重

联网思维”的模式。 以优选全球资
源打造“优质”；以互联网思维腰斩
主流价格，确保“优价”。 在销售渠

天，君乐宝奶粉官方旗舰店 10 分钟
销售额就突破 100 万， 实现全天销
售额突破 700 万。截至目前，君乐宝

年来君乐宝奶粉带来的连锁效应
已经为消费者节约了上百亿元的奶
粉钱。

持续发酵， 最终改变当前中国奶粉
的“畸形”现状，向国际市场真正靠
拢，回归理性。

100~150 元奶粉， 这一阵营还将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