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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微信公众号由《中国经营报》快消连锁事业部积聚相关
行业资源倾力打造，旨在发现与挖掘在当今中国消费市场大升
级的背景下所引发的行业新趋势、新机会与新模式，目标在于
打造一个促进快消业与连锁业上下游良性联动的新型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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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连年亏损 押宝新渠道前途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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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岛鹿龟酒走向“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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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私人定制”撞上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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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余品牌将从市场上消失

最严奶粉新政将实施 蒙牛、完达山、圣元等受影响大
本报记者 高素英 北京报道

兼并重组时代提前来临
随着新政实施，短期内就可能发生变化，兼并重组的步伐将会
加快，行业洗牌提速。

随着新《食品安全法》即将于 10
月 1 日实施，《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
方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
法》）征求意见稿也于近期发布，被称
为史上最严的婴儿配方奶粉新政将使
大部分品牌从市场上消失。 9 月 2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以下简称食
药监总局）发布《办法》称，奶粉配方备

本的效果。 品牌的减少，会使监管部
门的管理更为细致，出现问题的概率
将大幅减少。

用一个配方一个品牌，势必带来线
上对线下的冲击，因此新政对线上

与此同时， 行业的兼并重组、合
作将会越来越多， 一些有生产许可
证、有配方的工厂将受到青睐。 由于
新政允许贴牌加工， 一些有实力、有

销售比较好的企业的影响比较大，
对于转型发力线上渠道的企业也

案制将改为注册制，一个产品配方只
能生产一种产品，每个企业不得超过

有很大的打击。
此外，除了线上渠道外，婴童门
店的影响最大。过去定制奶粉、专供奶

5 个系列 15 种产品配方。
9 月 8 日，业内专家接受《中国
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政将对
整个行业产生极大的影响，几乎所有

粉使得一些大的婴童系统门店的毛
利比较高，而砍掉这些品牌后婴童门
店只能转型，调整盈利结构。目前一些
婴童门店开始抢资源，去做原来利润
比较薄而品牌稳定的一二线大品牌

的大企业都将受到新政的影响，多品
牌策略将被卡死；同时代工品牌也将
被挤出市场，至少有 1400 多个品牌
被淘汰出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获

的通货，过去这些通货因为利润低且
透明一直不被婴童门店重视，可供婴
童门店选择的品牌将越来越少，这就
逼着企业把主品牌的量做起来，而小
品牌的通货依然不被该渠道接受。

得婴幼儿许可证比较少的企业，如蒙
牛、完达山、圣元、三元等。
由于品牌总数锐减，一些企业
专门为线上渠道和婴童门店定制
的奶粉品牌可能会退出市场，在价
格战趋缓的同时，奶粉销售渠道也
将发生新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在渠道发生变化
的同时，奶粉行业的价格战空间会越来
越小，在没有销量没有利润的情况下，
无底限的价格战就是死路一条，目前奶

新政将使大部分品牌出局

未来将有 1400 多个婴幼儿乳

按照现有 102 家获得婴幼儿乳粉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来计算，共有 510 个系列配方，所对应的
品牌不会超过这个数据，减去一些外资品牌，那么将有 1400 多个品牌被淘汰出局，多品牌乱象也
将得到扼制。
记者从《办法》的征求意见稿

得婴幼儿许可证的生产厂可以拥

中看到，同一企业注册的一个产品
配方只能生产一种产品，不得用同
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
方乳粉。 企业不得限定区域销售，
不得为销售商专门定制生产。 同一

有 5 个配方，但对应的品牌最多不
超过 5 个，品牌数要小于等于配方
数，不可能一个配方再对应着两个
品牌。 而每个系列有 3 个产品，包
括 1 段、2 段、3 段才算是一套完整

监管上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4 年开始，
业内称为婴幼儿奶粉行业
“
史上最严
格门槛”的换证审核工作执行，5 月 30
日，食药监总局公布首批获得新的生
产许可证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

企业申请注册的同年龄段产品配
方之间应当具有明显差异，并有科

的婴幼儿配方奶粉系列，5 个系列
就是 15 种产品配方。

名单，共有 82 家生产企业；2014 年 11
月以及 2015 年 8 月底， 食药监总局

学依据证实， 每个企业不得超过 5
个系列 15 种产品配方。
对于该新政对行业的影响，资

“该新政的严格在于从配方上
就把多品牌问题解决掉，一个配方
只能对应着一种产品，也就是一个

又公布了两批总共 20 家获证企业名
单。 目前国内获得婴幼儿乳粉生产许
可证的生产企业达到 102 家。

深乳业专家解观胜表示，目前来看，
几乎没有一个大企业只有 5 个配方
的，一般都在 10 个以上，而对应的
品牌多的达到几十个， 因此这一政

品牌，哪怕是同一个品牌分为普通
装、金装、白金装，也算是 3 套配方，
因此未来靠包装概念炒作的现象
也会被卡死，企业不能再无限制地

解观胜认为， 按照现有 102 家
获得婴幼儿乳粉生产许可证的生产
企业来计算，共有 510 个系列配方，
所对应的品牌不会超过这个数据，

策对于行业内的大企业几乎都有影
响， 尤其是实行多品牌策略的企业

推出多个品牌。 ”解观胜说。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全国

减去一些外资品牌，那么将有 1400
多个品牌被淘汰出局，多品牌乱象

也将在这轮新政实施中被扼制。

有 2000 个左右奶粉配方，平均每个

他表示， 每个企业不得超过 5
个系列 15 种产品配方是指，每个获
得婴幼儿许可证的生产厂的配方
数限定在 5 个。 也就是说，一个获

企业超过 20 个，一个配方对应多个
产品的做法普遍存在。 业内人士认
为，由此带来的是消费者对奶粉选
择的迷茫，同时也给职能部门带来

也将得到扼制。 在这种情况下，代
工品牌大部分将会消费， 大企业将
会全力做自己的品牌， 没有多余的
配方来生产代工产品， 行业面临大
洗牌。

蒙牛、完达山等受影响大 应对措施尚未出台
新的政策出来后，国家会给企业一个过渡期，把市场中流通的产品和一些包材消耗掉，这至少需
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那么究竟哪些企业会受到影
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两年来很
多企业都在发力婴童门店和线上渠
道， 为这些渠道专门定制了一些产
品品牌， 这种定制品牌一旦不能再
生产，企业就会受到影响，尤其是获
得婴幼儿奶粉生产许可证比较少的
企业， 或者只有一个生产许可证而

些是定制品牌， 仅从现有的系列产
品数量来看已远远超过了 5 个。 而
完达山有金装元乳、安立聪、世纪贝
贝、格致爱畅、育儿康、育儿慧、出现
A+、优瑞佳等多个系列产品。
在食药监总局公布的名单中，
蒙牛有一家名叫
“
内蒙古欧世蒙牛乳
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获得婴幼儿配方

些婴童门店对于一些定制产品品牌

品牌又比较多的企业。
该人士透露， 目前影响比较大
的企业有蒙牛、完达山、圣元、摇篮、
明一等， 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只有
一个婴幼儿生产许可证。此外，新政
对陕西羊奶粉影响也比较大， 比如
豫宝。而飞鹤虽然品牌数量众多，但
获得婴幼儿奶粉生产许可证的生产
企业仍然有 4 个。 雅士利和贝因美
近两年系列产品虽然有所增加，但
相对前面几个稍慢一些， 尤其是在
奶粉定制方面， 受到的波及面没那
么大。 影响比较小的企业有合生元

奶粉许可证，而完达山和圣元分别有
一家生产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
圣元国际集团公关部经理张迎
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政的
出台对于企业来说是利大于弊，很
多企业的品牌太多， 不利于主品牌
的推广， 新政后企业可以全力做好
主品牌。 目前究竟要保留哪些品牌
还没有定下来， 但圣元有机优博和
超级优博肯定要保留下来， 其他品
牌的去留内部正在协调， 还没有最
终决定。
飞鹤乳业有关负责人表示，目

但在利润、 政策补贴方面还未达成
协议。
解观胜表示，新的政策出来后，
国家会给企业一个过渡期， 把市场
中流通的产品和一些包材消耗掉，
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届时
市场将得到净化，品牌大幅减少，消
费者的选择将更为清晰。
由于品牌大幅减少， 原有的奶
粉渠道对企业贡献将发生变化。 有
关专家分析， 近两年来各大企业都
推出大量的新品， 尤其是针对婴童
门店渠道和线上渠道、特殊渠道，甚

和伊利。
9 月 10 日，记者从淘宝官网上
看到，欧世蒙牛旗下有白金佳智、超
金佳智、金装佳，优品装，而美系列

前有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有 4
个，位于甘南、克东、龙江和镇赉，按
此计算可以拥有 20 个配方，按照新
政品牌数量要远远多于其他企业，
但怎么调整目前尚没有明确。
业内人士透露， 目前市场上一

至是一些区域性市场， 以避免不同
渠道之间蹿货和恶性竞争， 因此线
上渠道和婴童门店出了多品牌并存
的现象。但随着新政的出台，很多新
品牌将被砍掉， 企业的销量和利润

产品有美乐仕、美蕾兹、美莱氏、美
全益、美萌益等，其中美系列产品有

很多企业线上渠道是否还有
专门的品牌与线下渠道区分，仍是
个未知数，但是一旦线上与线下共

都在清货，促销打折、去库存化比较
严重， 他们不能等到这个品牌消失
了再去做转型； 对于一些新的品牌
婴童门店则不再进货， 他们对新政
策的调整也在持观望态度。 有些企
业与婴童门店进行沟通， 让这些婴
童门店可以经营能保留的主品牌，

就会受到冲击。

粉品牌被淘汰出局， 多品牌乱
象也将得到扼制。
本报资料室 / 图

粉价格已基本回归到合理的空间。
解观胜认为，过去通过市场解决
不了的多品牌现象，只能通过行政干
预来解决。过去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
一直治标不治本，本次新政将起到治

多个品牌的大企业，在品牌总量受到
限制的时候，要么选择有资质的生产
厂代工，要么收购这些生产厂，以此
来增加品牌数量。 而中小生产厂由于
配置跟不上大企业的步伐，一旦被收
购，在产能和设备检测等方面，将面
临大企业对其进行新一轮的大投入。
目前行业内有生产许可证的三四
线品牌小工厂约占 1/3，随着新政的实
施，短期内就可能发生变化，兼并重组
的步伐将会加快，行业洗牌提速。此外，
一些大企业早在一两年前就到国外建
厂，伊利、雅士利、圣元、合生元、飞鹤等
纷纷走出去，投资建厂、参股、控股国外
工厂，这些都能规避政策带来的冲击。
解观胜认为， 虽然各大企业都
在未雨绸缪， 但信息的对称需要时
间成本， 并且从国外市场运到国内
市场，需要四五个月的时间，因此是
否能改变大量品牌锐减后消费者及
时转向主品牌消费的局面， 目前看
仍是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