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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日专题

乳企、酒企“出海”掘金 与国际巨头正面交锋
本报记者 蒋政 北京报道

越来越多的食品饮料企业正在
走出国门，试图掘金海外市场。
在受三聚氰胺事件沉痛打击

酒水企业借助“一带一路”东风，也
在试水国际市场。然而，行业间的国
际化步伐并不一致， 面临的挑战也
有所不同。 对于乳业而言，收购、建

差异， 仍将是横亘在众多酒企面前
的一道鸿沟。
自
“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
食品饮料企业在进军海外市场时，可

酒企的“国际梦”
国外市场消费酒水的场景与中国市场的区别很大，这是影响中国白酒能否走出去的重要因素
之一。

厂已成常规动作， 而增加信心和国

以享受更多的市场红利。 但是，多数

具有浓郁中国文化背景的酒

亿元。 如今，26 个
“一带一路”沿线

会长刘员也曾指出， 白酒国际

际化销售仍是一道门槛； 对于酒水
行业来说， 文化背景和消费场景的

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仍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面临的挑战仍有很多。

水品牌， 依然希望在海外市场谋
求突破。

国家的销量， 已经占到茅台全球
总销量的 26.53%。

化是大势所趋， 但是需要一个
较长的过程。 白酒走出国门，面

不过，从目前来看，中国白酒
要想走出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临着文化背 景 、 消 费 场 景 、 政 策
以及销售渠道的差异。 目前国

麦肯锡大中华区消费者和零
售咨询业务负责人泽沛达此前在

外白酒产品大多是在华人圈子
里消费。

在布局国际市场上，本土乳企步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外市场
消费酒水的场景与中国市场的区

相对来 说 ， 在 国 内 市 场 就
经历充分竞争的国产啤酒企业，

调不一，但
“
走出去”意图愈发明显。
作为一家 2003 年成立的企业，

别很大， 这是影响中国白酒能否
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海外市场布局上动作也有所
加速。

澳优乳业已经开始在海外市场布局。
据澳优乳业方面透露， 公司将通过

事实上， 这也是目前国内白
酒品牌普遍面临的困境。

青岛啤酒方面告诉记者，目
前， 青岛啤酒远销全球一百多个

“
三步走”实现国际化战略。第一步是
通过国外一流企业代工，公司主要精
力是研发、品牌；第二步是占领全球

具有国际背景的白酒品牌水
井坊，其控股股东为帝亚吉欧，拥
有全球化的酒水销售网络。 在推

国家和地区。 2017 年，青啤海外市
场销量逆势增长了 18%。 其中，亚
太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34%,大洋洲

“
黄金奶源带”， 建设海外供应链；第
三步是以国际资源，服务全球市场。
“
目前，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第二

动国际化进程上， 水井坊并未取
得更多突破。 2017 年，该公司出口

市 场 增 长 44% ， 拉 美 市 场 增 长
36%，北美市场增长 17%。

业务营收 3064.49 万元，同比下滑
10.73%。 水井坊总经理范祥福表

啤酒营销专家方刚表示，青
岛啤酒在布局海外市场上较为积

示， 将一个具有文化背景的产品
带向世界，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
对水井坊而言， 目前国内市场空
间很大， 应让更多资源投入国内
市场。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7 年全国酒 类 行 业 生 产 经 营

极，动作较多。 从目前来看，其他
品牌鲜有太多动作。
事实上， 啤酒面向的是国际
化市场，是国内国际同步竞争、充
分市场化的行业。 在国内市场，啤
酒行业市场集中度非常高。 华润
啤酒、青岛啤酒、百威啤酒、燕京

数据显示， 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
业 1593 家 ， 完 成 酿 酒 总 产 量

啤酒和嘉士伯五大龙头占据的市
场份额在 80%以上。 可以看出，中

1198.06 万 千 升 ， 同 比 增 长
6.86%； 销售收入 5654.42 亿元，

国市场上本土品牌正经历的就是
国际化竞争。

同比增长 14.42%；实现利润总额
1028.48 亿元，同比增长 35.79%。

从国外啤酒巨头进军 中 国
市场的动作来看， 大多遵循收

从行业表现来看，过去两年，白酒
整体复苏， 白酒上市公司的酿酒
总量、 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实现
全面增长。
也就是说， 在国内白酒行
业复苏的大背景下， 部分白酒

购、 就近建厂并进行销售的扩
张路径。“我国啤酒在海外市场
开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 因为
啤酒销售受运输距离影响较
大， 当国产啤酒开启国际化市
场收购， 并在国外市场广泛开

品牌存在“走 出 去 ” 动 力 不 足 的
因素。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专职副

设工厂时， 国产啤酒的国际化
市场布局就进入了另一个发展
阶段。 ”方刚说。

后，中国乳业积极谋变，除提升自身
品质外，将目标瞄准海外市场；本土

乳企“走出去”步调不一
本土乳企需要借助国际优势
资源，来保证中国市场供应。

步，正逐步向第三步迈进。 ”澳优乳
业方面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 在海外工厂方面，目
前澳优乳业已经在荷兰、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地建立十座工厂， 并形成
了全球研发体系，组建了 60 余人的

多数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面临的挑战仍有很多。

澳优乳业方面表示， 公司在布

并不是理想状态的国际化。 海外生产

国际化团队。 澳优乳业方面告诉记
者：“
目前， 公司海外销售额约占总

局海外市场时， 就曾遇到不少问题。
该负责人向记者提到，澳优乳业在海

并在海外销售， 才是真正意义的国际
化。 另外，国内市场依然潜力巨大，本

销售额的 30%， 旗下产品已销售至
全球 66 个国家和地区。 ”
纵览整个乳业，还有更多乳企
在向国际市场发起冲击。 君乐宝就
是其中一家。在现代化牧场建设、全

外并购荷兰海普诺凯乳业集团的时
候，面临了诸多难题。 一是如何让海

土乳企没有必要一窝蜂地‘
走出去’，
毕竟出去投资还是有风险的。 ”

外员工对中国并不出名的企业建立
信任；二是如何解决海外与国内团队

乳业资深专家宋亮则认为，应该
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国际化。 国

之间工资不平衡的管理体系问题；三
是如何打造适合国外的管理语言。

际化发展实质是解决本土乳企国际
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并实现自身品牌

酒知名品牌企业相聚波兰， 参加
波兹南国际食品展， 迈出中国白
酒组团出海的第一步。
事实上， 已有多家白酒企业
开始布局国际化。 4 月 24 日，茅台

而市场的不信任， 也一度让乳
企吃到闭门羹。君乐宝方面提到，三

由国内走向国外。 目前全球乳品增长
潜力最大的就是亚太市场。 而在亚太

集团与帝亚吉欧进行座谈交流。
帝亚吉欧向茅台集团发出正式邀

聚氰胺事件曾经让消费者一度对国
产奶粉失去信心， 君乐宝最开始在
香港市场销售的时候， 消费者也不
信任，甚至送都送不出去。
“
中国乳业国际化步伐要理性和
冷静。”中国乳业专家王丁棉表示，
“
企

市场中，中国市场是增长最快的。 从
这个角度来说，本土乳企需要借助国
际优势资源，来保证中国市场供应。
“不过，在参与海外并购和建
厂时，要注意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
还要关注标的企业所在国的人文环

约， 希望茅台集团成为国际负责
任的饮酒联盟单位， 在国际事务

业在海外建厂，将产品运回中国销售，

境和风俗等。 ”宋亮认为。

球供应商选择、工厂建设、国际管理
体系等方面， 君乐宝都在谋求与国
际接轨。 2016 年 8 月，君乐宝奶粉
登陆中国香港市场。一年后，君乐宝
奶粉登陆中国澳门市场。 君乐宝方
面表示，进入港澳市场，证明了国产
奶粉的品质实力， 这也是君乐宝为
走向海外市场作准备。
但是， 机遇和挑战往往同时存
在，国际市场更不例外。

本报资料室 / 图

5 月 8 日，波兹南国际食品开
幕，中国酒业协会携茅台集团、五
粮液集团、苏酒集团、泸州老窖、
山西汾酒、 牛栏山酒厂等中国白

上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
据相关媒体报道，2013 年，茅
台海外收入 11 亿元，2016 年则突
破了 20 亿元， 仅 2017 年 1 至 10
月， 茅台集团出口创汇就达 18.7

新希望乳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 以用户思维引领新消费时代
文 / 慎独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希望乳业”）创新产品斩
获佳绩。 2018 年 4 月，在 2018 食品
饮料创新论坛（FBIF2018）上，新希
望乳业推出的创新产品“初心”酸
奶凭借出色的产品品质和创新理
念，得到与会专家及业界人士的一
致好评， 摘得 2018 新品大赏专业
组大奖。
随着新生代消费群体的崛
起， 传统的乳品已经不能满足他

们对高品质和更加个性潮流的产
品的需求。 在竞争激烈的乳品行
业中， 要在众多品牌中构建企业
的竞争壁垒，并且从 0 到 1，成为

进一步提高产品研发的先进性，向
消费者提供天然化、功能化、健康
化的产品。 其正以持续创新的产品
力，赋能行业升级，向科技消费品

具有颠覆性创新的行业变革者，
必须迎难而上，自我突破。 消费升
级正在改变中国， 新希望乳业正
以鲜战略为核心， 全方位打造科
技驱动型企业， 推动国产奶业和
乳品消费的新发展， 引领健康中
国“鲜”生活。

转型。
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出发，新希
望乳业通过并购整合地方品牌，摸
索出一套可复制经验，把国内外先

5 月 7 日， 新希望乳业组建乳
品营养与功能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给地方乳企， 实现了这些品牌的
“二度崛起”。

进的创新、技术和产能优势，通过
资本整合的方法，加之经营管理模
式与文化的融合，源源不断地输出

重塑质量安全，优质乳工程领“鲜”行业
乳业产品竞争激烈， 新希望乳
业能够屹立不倒并在消费群体中保
持较高的美誉度， 不仅源于其不断
创新的产品力， 还与其严格把控产
品安全和品质有关。
成立至今， 新希望乳业始终以
“
食品安全”为企业生命线，坚持“
质
量高于一切”的方针，率先在业内提
出产品质量的“质量三让步”原则，
还特意开放了“优质乳透明工厂”，
让品质可视化，增强消费者信心。
在保证“安全奶”的基础上，新
希望乳业精益求精， 锐意创新，完

功升级。 当前，国家针对中国奶业
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出了“优质乳工
程”， 旨在通过对巴氏奶的全产业
链体系标准升级，向消费者提供健
康营养的高质量产品。 新希望乳业
深入落实“优质乳工程”，严格把控
产品生产流程，保障每一款产品安
全与营养。 以 24 小时鲜奶产品为
例，2017 年， 新希望乳业将该产品
升级为优质乳标准产品后，其原奶
指标超越了欧盟标准， 严格执行
80℃，15″巴氏杀菌工艺标准，超过
65 项各个环节检测，被称为中国鲜

同时也最大化保留了产品的活性
营养，经实验检验，升级为优质乳
标准的产品的 24 小时鲜奶产品具
有更高的多种活性营养物质，乳铁
蛋白含量达到了普通牛奶的 3 倍，
α- 乳白蛋白、β- 乳球蛋白也达
到普通牛奶的 3 倍以上。
据了解，新希望乳业旗下的昆
明新希望·雪兰乳业在 2016 年成
为率先通过中国优质乳审核的乳
企。 截至目前，新希望乳业旗下已
有 6 家企业先后通过优质乳工程
这一严于欧美行业标准的品质“大

成了从“安全奶”到“优质奶”的成

奶的标杆之作。 在保障产品品质的

考”，数量上独占半壁江山。

严阵以待的物流团队

科技创新赋能，突破传统产业破壁
作为敢于创新的乳企，新希望
乳业逐步脱离传统型乳企的桎梏，
将其定位为注重研发的科技型乳
企，联合国内外优质资源，搭建全
球智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科技赋
能、更具生命力的优质产品。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科院成都微
生物所、上海交通大学、江南大学等
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 吸纳多方优
质资源，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在后端智库的核心支撑下，新希
望乳业得以持续向消费者提供健康

鼠李糖杆菌 L,rhamnosus （ZL 2008 1
“
活润”，以带有城市情怀的传统玻璃
瓶酸奶
“
城市记忆”等产品。
输出鲜活优质产品之余，考虑
到消费者日益个性化的需求，新希

据了解，近期，新希望乳业与荷
兰王国万豪劳伦斯坦大学成立“
中

营养的产品，满足了后者多元化的需
求——
—不仅在业内推出一款以时间

望乳业还创新孵化了优化消费者
体验的“牛奶钱包”，为消费者提供

荷产学研联合实验室”，致力于拓展
食品、 健康与安全等领域的应用研
究和创新。与此同时，新希望乳业还
与新西兰皇家农科院、 中国农业大

为定义的 24 小时鲜牛奶产品， 还推
出了两大专利菌种：美国进口双歧杆
菌 Bifix（PCT PATENT WO 02/09515）
和新希望乳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菌种

线下体验 - 线上购买 - 送货到家
的一站式服务。 后期，牛奶钱包将
吸纳用于理财的金融产品，让牛奶
钱包连接用户日常生活。

0023014.X） 加持的高端功能性酸奶

并购整合之路，构建可复制商业模式

24 小时鲜奶生产线

业内人士认为， 新希望乳业将
会是中国乳业一个蓄势待发的绩优
股，他有着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包

合能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共同开
启双方未来的战略合作。
十多年前，四川华西、昆明雪兰、

喜、湖南南山、西昌三牧等区域型
乳业品牌，通过优势互补，让地方
品牌快速成长，并带动当地经济发

括资本运作、农业经营、产业链规划
能力等等。
谈到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更
倾向于寻求在当地具有历史积淀

杭州双峰、河北天香、大理蝶泉等多家
区域老牌乳企先后加入新希望乳业，
通过对奶源地建设、养殖技术提升、建
设工厂，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标准统

展，促进当地消费发展。 目前，新希
望乳业已经总结出一套可复制的
企业优化整合经验。 未来，新希望
乳业会更加包容开放。 大家将通过

的老品牌，一方面承接与当地消费
者建立起的情感维系， 另一方面，
凭借新希望乳业近年来强劲的整

一、质量优质、生产高效的产业链。
2015 年以来，新希望乳业进行
第二轮全国布局，先后收购苏州双

与国内国外优秀企业的合作，把新
希望建立成一个“互联互通、优势
互补、价值共享”的合作平台。 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