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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遭遇“中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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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中粮 20 亿元入股

“恶斗”王老吉元气大伤 加多宝联手中粮
装投资将对清远加多宝草本增资

为是其软肋，因此，加多宝上市被

场和经销商的情绪。 根据中粮不断

陷入困局的凉茶市场

20 亿元，从而持有 30.58%的股份。
近年来，随着加多宝与王老吉

业内认为是迟早的事情， 但此次
中粮大规模入股， 则将事件引向

加码饮料行业的趋势来看， 未来不
排除将加多宝收之麾下的可能。

王老吉与加多宝的商战更是透支了行业的发展潜力。

的争斗告一段落， 凉茶市场逐步
停止了快速的增长。 加多宝也曾

其他的可能。
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蓬告

对于此次中粮入股加多宝，记
者联系了加多宝公关部门并发去采

公司中粮包装投资、加多宝商标持

传出面临减产和裁员的传闻，虽

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资金问题深

访函件， 截至发稿加多宝未对此事

有公司、清远加多宝草本及其现有
股东签订增资协议，据此，中粮包

然加多宝始终未承认这些问题的

深困扰着加多宝， 此次中粮入股缓

作出回应； 中粮包装方面表示一切

存在， 资金问题却始终被业内认

解了加多宝的燃眉之急， 稳定了市

以公告为准。

本报记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加多宝最终选择中粮作为靠
山。 10 月 31 日，中粮包装(00906.
HK)发布公告称，其间接全资附属

加多宝自诞生就不缺少话

而在当年， 加多宝的营销额约为

题， 在创立之后不久， 加多宝
就陷入了与王老吉旷日持久的

200 亿元。
“高额的营销费用、庞杂的运

“红 罐 ” 之 争 ， 在 这 场 诉 讼 之
中， 双方均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营体系使得加多宝的资金一直较
为紧张。 再加上凉茶市场增长整
体放缓， 使得这一危机愈发严

走向资本市场？

重。 ”朱丹蓬告诉记者。
根据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 发
布的 《2016 年度饮料行业整体
运行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凉

未来中粮很有可能按照目前蒙牛的模式逐步入股加多宝并成
为大股东，且极有可能促使加多宝上市。
10 月 30 日，根据公告显示，中

很有可能按照目前蒙牛的模式逐

茶行业市场销售收入增幅告别

粮包装投资、 加多宝商标持有公
司、清远加多宝草本及其现有股东

步入股加多宝并成为大股东，且极
有可能促使加多宝上市。 ”他说。

两位数，仅为 4.2%。 作为凉茶行
业的领头羊， 加多宝自然难以

签订增资协议，中粮包装将对清远
加 多 宝 增 资 20 亿 元 ， 从 而 持 有

对于上市的问题， 香颂资本执
行董事沈萌表示，加多宝目前在国内

30.58%股份；加多宝商标持有公司
将注入相关加多宝商标，其作价 30

IPO 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加多宝
产品过于单一，除了凉茶外，矿泉水

脱身。
与此同时，王老吉与加多宝
的商战更是透支了行业的发展
潜力，徐雄俊告诉记者，从双方

亿元，占清远加多宝 45.87%股份。
该公告还提到， 中粮将以 10
亿元现金方式支付，另外 10 亿元
以集团生产的铝制两片饮料罐出
资。 通过此次增资合作，提升中粮

业务尚未成熟。 另一方面，加多宝与
广药、王老吉之间可能存在的法律纠
纷， 也是制约其登陆 A 股的重大障
碍。 另外，虽然在香港上市相对难度
小一些，但问题是：首先，香港市场估

包装对加多宝两片罐供罐份额至
70%以上。 而 中 粮 正 式 入 股 加 多
宝， 且将加多宝的包装业务完全
掌握在自己手中， 意味着中粮已
经成为加多宝品牌的重要股东。

值较低。其次，引入中粮包装后，包括
加多宝品牌在内的核心资产都转至
内资企业之中， 到香港就只能采用
H 股方式， 而要获得证监会对 H 股
发行路条，上市难度同样不小。

长久以来， 加多宝由其创始人陈
鸿道的香港团队所经营， 此次中
粮的进入， 意味着加多宝得到了
国企的背书。
长久以来， 加多宝曾多次寻求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加多
宝选择中粮入股， 更多地应该是无
奈。 此前，加多宝为了取得国企的支
持和背书，曾与北控集团达成战略合
作协议。在冯启看来，选择中粮入股，

国企的支持。 加多宝与王老吉的诉
讼长达 5 年之久，大多以加多宝的败

除了加多宝本身资金捉襟见肘以外，
官司缠身的陈鸿道是否能帮加多宝

诉为结局，8 月 10 日中粮包装发布
公告称，中粮投资加多宝已签署框架
协议。 而几天之后，8 月 16 日，最高
法院判决最终让加多宝翻了身。

顺利上市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中
粮的体量而言， 打造一个上市公司，
并不是什么难事，且加多宝本身具有
百亿元的规模和行业垄断地位。 ”

资深快消专家冯启认为，按照
中粮的野心，不会仅仅满足于当加
多宝的股东之一而已，“未来中粮

获得资本的介入，意味着加多
宝和王老吉的商战再一次升级。
长久以来， 虽然加多宝获得更多

的商标之争到红罐之战，两者的
斗争完全称得上是行业的内耗，
“放眼快消行业， 可口可乐与百
事可乐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
但两者的竞争却将可乐卖向全
世界，可口与百事是在竞争中寻
求合作，从而铸就了帝国，但加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中粮入股缓解了加多宝的燃眉之急，而中粮不断加码饮料行业，未来不排除将加多宝收之麾下的可能。

本报资料室 / 图

多宝与王老吉却将大量的人力、
精力、资金放于以商战为目的的
司法纠纷，最终导致了整个行业
的衰败。 ”
根据媒体统计， 自商标开始

的市场份额， 但在合作战略中始
终落后于王老吉。 王老吉除了有

半年， 曾有消息曝出加多宝裁员和
停产的传闻， 虽然加多宝极力否认

和资金。 虽然在今年 8 月份，
最高法院最终宣判了加多宝和

广药集团的国企背景外， 还引入
了阿里。 品牌战略定位专家徐雄

存在这些问题，但朱丹蓬告诉记者，
无论这些传闻是否空穴来风， 加多

王老吉共享红罐包装装潢的权
益， 但毋庸置疑的是， 这场诉

俊告诉记者：“加多宝的优势在于
强大的营销能力， 但在国内市场

宝的资金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加多
宝的营销费用居高不下， 在动销率

讼中， 加多宝和王老吉都没有
成为赢家。

的战略规划方面却不尽如人意。
此次加多宝获中粮入股， 但并不

逐步放缓的情况下， 其资金问题将
愈发严重。 ”

对于加多宝来说，在诉讼伊
始， 就已经做好了“另一手准

意味着加多宝在国内发展就更为
广阔，原有的问题仍然存在，未来

“但反观中粮，在获得了可口可
乐特许瓶装经营权之后， 又加码加

备”， 即被消费者所熟知的金罐
加多宝。 虽然金罐很快地得到了

中粮会不会插手到加多宝的市场
运营还是未知数。 ”
长久以来， 加多宝最令行业关
心的问题在于其资金链。 在去年下

多宝，某种意义上看，已经间接控制
了国内两大分类饮料市场， 这也符
合中粮将自身从
‘
虚胖’到
‘实胖’的
转变。 ”朱丹蓬说。

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背后则是
加多宝高额的市场营销投入。 仅

凉茶市场发展已经接近瓶颈，加
多宝和王老吉的争端也算告于段
落，未来两者应该放眼全球市场，

在 2015 年推出金罐当年，加多宝
就投入了 50 亿元用以营销费用，

才能保证凉茶这一品类不断增长
和扩大。

长达 5 年的官司中，，王老吉对加
多宝的起诉金额达到 47 亿元，已
终审判决的案件里， 加多宝已经
赔付的金额达到 2980 万元。此前
双方的争议涉及商标侵权、 包装
外形、广告宣传等方面。
上述行业专家认为， 国内的

“双 11”再次袭来

实体店节庆繁多 挤压渠道埋隐患
本报记者 吴容 广州报道

实体店跟风促销

淘宝发起的“双 11”购物
狂欢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 8
年，如今，“
人造”节日已经变成
商家拉动销售的最大法宝，不
少线下商超也都在迎合助推这
股浪潮， 开辟各种让人眼花缭

遵循往年规律，春节等传统节
假日都是百货商超的销售高峰。 随
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各大电商
平台“自创”了不少购物节，这包括
5 月 21 日的“表白日”，11 月 11 日
的“光棍节”以及 3 月 8 日的“女王
节”等。 各大电商平台寄希望于此
提升平台曝光度并拉动销售额。 今
年的“双 11”早已不再是线上的狂
欢日，消费者也开始习惯在这个节
点进行线下消费。 广东流通业商会
执行会长黄文杰指出，“双 11”释放
出来的消费量级已超越圣诞节等
传统旺季。

乱的促销活动，刺激消费。
《中国经营报》 记者留意
到，包括物美、永旺、华润、百
佳、屈臣氏、万宁等商超都有
名目繁多的节庆促销。 以北方
某大型商超为例，在一年之中
除了传统节日以外，更开辟了
包括 4·01 周年庆、6·18 购物
节、8·18 年中狂欢购物节返场
以及“双 11”“双 12”购物狂欢
节等， 大大小小一共接近 20
个让人眼花缭乱的促销活动。
预热、预售、满减、红包、津贴
以及限时秒杀等促销名词 轮
番出场。
不过，在看似热闹的“人造
节”背后，其诸多后遗症也慢慢
显现出来。 北京超市供应企业
协会会长姚文华认为， 迫于商
超跟风线上促销的压力， 经销
商的利润受到了一定的挤压；
脱离市场价值的过度促销，容
易留下食品安全隐患， 消费者
利益可能因此受到损害；另外，
持续狂轰滥炸的低价促销，使得
消费者在面对这样的人造节时，
难免产生麻木和厌倦感。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广州几家
超市、便利店进行了观察，留意到不
少商家“跟风”，推出了各类促销活
动。 永旺超市早在 10 月 23 日起就
推出了“爽 11”预售活动，预售包括
蚕丝被、保温杯等耐用品，在食品饮
料区域也张贴不少“
精明之选”
“购
物节”的宣传标语；全家便利店也开
展针对会员的优惠和积分放送；而
更多零售店选择与支付宝、 银联等
支付平台合作，比如万宁宣称
“开展
限时优惠”，
“超 1000 款商品凭支付
宝付款享 5 折优惠”。
记者了解到， 为了与电商平

台展开竞争， 实体店往往提前应
战， 试图率先把消费者的购物筐
塞满。 一位接近超市行业，但不愿
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不管
是‘双 11’， 还是其他的节日，超
市都在做（促销）活动。 一般来说，
都会提前两周做准备。 超市会和供
货商们签订促销服务协议，该协议
就是超市规定供应商要参与促销
活动，注明促销期间最低的毛利率
点数等细节。 ”负责屈臣氏渠道的
曼 秀 雷 敦 员 工 Neo 也 对 记 者 表
示，“促销与否会影响销量，销量差
别在 30%到 40%，所以会与经销商

进行提前的沟通，要求他们提前在
10 月份就把货备足了，以应对‘双
11’的促销。 ”
中国代理商联合协会主席樊晓
军对记者分析道，“电商狂欢节从过
去的不理解，到少许参与，到全民的
狂欢参与，再到现在的理智，经过了
这样的几个过程。其中，作为最不愿
意看到这种狂欢的， 无疑就是实体
商家，包括商场、超市、零售店。它们
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 从过去的不
关心、不参与，到羡慕，再到现在的
提前反击。 所以，在‘双 11’快要到
来之前， 超市等零售企业之间便会

联手起来， 大概提前一两个礼拜就
开始应战。 ”
“有时也存在一些特别的情况，
是需要超市去和供应商去谈判。 以
今年中秋为例，生鲜开展促销，休闲
食品也在做， 两个部门内部就会产
生价格的竞争。 而他们的供应商会
出现重叠， 这两个部门便会合作起
来，一起去压低供应商的进价，同时
再压低售价。同理而言，不同的超市
之间也是差不多的， 它们都在共享
着几个一样的供应商， 联合起来压
低供货商的价格。”上述接近超市行
业的人士说。

不过，在这样看似热闹的“人
造节”促销背后，弊端也在慢慢地
暴露出来。 矛盾首先出现在零售商
与供应商之间。“原本零、供之间的
关系本身就比较紧张，商超跟风电
商造节，强迫供应商参与，他们自
然就会有怨言。 零供关系的规则导

员会这里来了。 ”
其中，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于
利润减少。“快消品供货商的利润
本来可以拿到 20%左右，这并不是
很高。 如果迫于这样的节日压力，
利润就会压缩 5%~7%。 ” 樊晓军
说。 在华东地区负责某品牌马蹄

渠道的供应商。 ”
“在饮料行业， 现在很多经销
商还没有接受线上，更多只是在传
统的渠道上，可能以后会越来越难
做。 个别的供应商可能早期的时候
切入了线上，在电商方面站稳了脚
跟，我觉得，如果传统的供应商，和

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姚
文华认为。
另一方面，消费者的利益可能
也会受到损害。“凡是促销过度低
价的商超，都较容易存在重大的食
品安全隐患。 零售商和供货商应该
正确地看待市场，正确地赢得消费

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 这对于
商超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 来自
《2017 年“双十 一 ” 全 渠 道 洞 察 报
告》指出，有 45%的被访者表示对
现在电商节太多而产生了质疑，
尤其是对活动力度的真实性，其
中以一线城市居民及高收入人群

致了供货商还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他们并没有谈判的条件。 不过，尽
管颇有怨言，供货商迫于压力仍要
参与。 ”姚文华也指出，“现在市场
上供货商给超市的价格已经很低
了，再加上要给超市利润返点等费
用， 对于供应商来说压力是很大
的， 大量的促销导致矛盾集中爆
发，最后都集中到北京超市调解委

爽、 椰子汁的经销商任剑波也透
露，促销之下利润被压缩，资金压
力在增大。“老实说不太乐意参与
节日促销， 但是市场氛围趋向电
商，也要适应的。 至于利润压缩的
幅度， 一般而言双方各让利 10%，
即我们自己让利 10%，超市卖场让
利 10%。 不少供应商会抱怨这种人
造节促销，尤其是那些没有做线上

线上没有任何一点关系的，迟早是
会被淘汰的。 ”任剑波还提道。
“一方面， 这违背了市场正常
的价格规律。 比如，大米是 2 元一
斤的， 某些大型超市利用强势地
位在促销活动下按照 1.99 元一斤
进行销售， 而这并不是供货商的
真实目的， 也不是真实市场的表
现，我认为违反五部委《零供公平

者，一个商品如果过度甩卖，脱离
市场价值，都很可能会给食品安全
留下隐患，给消费者带来不利。 这
也就意味着，最终要为超市这种过
度促销行为而买单的是消费者。 ”
姚文华说。
此外， 在促销信息狂轰滥炸
之下，营销疲劳也逐渐凸显出来。
看透了商家打折套路的消费者，

持质疑态度居多， 有 51%的一线
城市消费者和 65%个人月收入两
万元以上的消费者对电商节活动
力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更有
28%的被访 者 表 示 对 于 电 商 节 已
经感到麻木，对于电商节的宣传、
推送和广告几乎是一晃而过，几
乎不会因为电商节而产生冲动购
物的意愿。

供应商、消费者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