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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食品鲜食新零售停摆 速冻食品行业突围考量
本报记者 党鹏 成都报道

“该售货机没有配餐”。 点开
一款名为“鲜盒”的 APP，搜索在
北京富力广场购物中心设置的无
人售卖机， 会自动弹出灰色界面
和这样的提醒。
鲜盒的运营方为三全鲜食
（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鲜食科技”）。 如今，鲜盒在

之后的百分之五六，如今已经跌

北京的无人售卖机均已经停摆。
在上海设置的 15 个点位也有一

至 1.37%。
“速冻食品行业放缓已经是

半停摆。 对于持股 70%的三全食
品（002216.SZ）来 说 ， 在 新 零 售

必然趋势。 ”战略定位专家徐雄俊
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行业竞

的尝试，未能让其 在 风 口 上“飞
起来”。

争仍然在加剧， 加上电商平台的
冲击， 使得速冻食品的利润率受

此外， 三全食品的财报显
示，公司净利润率从 2008 年上市

到挤压， 必须向三四线以及乡镇
下沉才能进一步拓展市场。

新零售停摆
目前鲜盒 APP 显示在北京市
场只有三个点位， 停摆已有
近 1 年时间；上海市场 15 个
点位还有零星售货机处于营
业状态。
“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个用户
提供新鲜、可口的鲜食产品”。 四
年前，当鲜食科技成立之时，他们
做出如此的承诺。
2014 年， 新零售的风口刚刚

三全鲜食停摆，主营业务净利润率越来越多，三全食品亟须寻求突围。

开启，果小美、小 e 微店、七只考
拉等国内无人零售平台也相继成

-846 万元、-2200 万元。平安证券
研报预测认为，2017 年鲜食科技

虽 然 后 来 法 院 在 2017 年 6

立。 工商资料显示，生鲜科技注册
资本为 2000 万元，其中三全食品
持股 70%， 另外 30%由河南全惠
食品有限公司持有。 后者主要生
产速冻食品， 是三全食品主要股
东的关联公司。
在 2015 年， 鲜食科技在北

会亏损 2000 万元。
就此，三全食品董秘承认，鲜

月驳回了鲜果科技的诉讼请求，
但并未能因此改变“鲜盒” 的命

食科技确实出现亏损， 这两年业
务也在收窄，“但我们不会砍掉鲜

运。“
鲜食的发展受到几个因素的
决定：一是网点的布局，二是品牌

食科技。 ”董秘称，基于公司之前
大量的市场调研， 鲜食配送仍然
具有市场前景，“我们会对未来产
品进行升级，同时调整生产线，对
售货机进行改造”。 至于何时能够
重新全面实现供货和铺点， 尚不

的高度， 三是食品安全的信任背
书。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
认为， 三全食品在生鲜的布局上
有些操之过急， 技术和布局都不
成熟， 投入产出是失衡的，“未来
鲜食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空间，但

得而知。
记者注意到， 一份北京铁路

是基于三全食品以速冻水饺和汤
圆为主，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 ”

京和上海两大城市正式运营。 根
据当时对外宣布的数据，北京市
场启动规模是 100 台。 但是根据
记者调查， 目前鲜盒 APP 显示
在北京市场只有三个点位，停摆
已有近 1 年时间； 上海市场 15
个点位还有零星售货机处于营
业状态，第一上海中 心 、 上 海 广
场、时代光华等多个黄金地段的
售货机，显示停止供货甚至已经
撤离。
此外，三全食品的财报显示，
鲜食科技 2015 年、2016 年营业收
入分别约为 716 万 元 、1033.5 万
元， 而同期净利润则分别约为

利润率低谷
“
净利润率下滑是不争的事实。”三全食品回应称，盘子越大，附加值越低，速冻食品全行业都是如此。
“我们仍占有目前速冻食品市

括要跟外卖竞争、电商竞争、同行业

场 30%的份额。”三全食品董秘告诉

元、4315.76 万元。
公司的销售净利率从 2008 年至

《中国经营报》记者。
根据三全食品 2018 年一季度

2017 年分别是 5.64%、6.13%、6.39%、
5.12% 、5.09% 、3.28% 、1.97% 、0.82% 、

化越来越加剧。此外，速冻食品主要
在大卖场销售， 但这几年大卖场的

数据显示， 其营业收入为 18.17 亿
元，同比增长 7.65%；净利润为 2825

0.83%、1.37%。 由此可见，作为速冻食
品行业龙头的三全食品，不得不面临

销售同样出现下滑， 也影响了速冻
食品的利润率。

万元，同比增长 6.41%。 此外，2017

着净利润率持续下滑的考验。

年年报数据显示，营业收入为 52.56
亿元， 同比增长 9.93%； 净利润为

“净利润率下滑确实是不争的
事实。”三全食品回应称，盘子越大，

科技在 2018 年有望盈亏平衡。 主要
基于两个原因： 一是公司已开始注

7210 万元，同比增长 82.45%。
但是梳理三全食品的财报数据

附加值越低， 这在速冻食品全行业
都是如此。“但三全食品的收入规模

重与公司、学校等合作的 2B 端业务,
有望带动量的提升和费用率的下

显示， 从 2008 年到 2013 年公司的
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7844.05 万元、

持续增长， 这缘于公司不断加强内
部管理、 优化销售渠道提高了相关

降；二是鲜食 2B 端输血可支撑后续
2C 扩张, 得益于三全强大的品牌力

8986.75 万元、1.25 亿元、1.32 亿元、

费用的使用频率， 使得整体利润逐

与鲜食供应链能力及长期的试错经

1.37 亿 元 、1.09 亿 元 ；2014 年 到
2017 年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6666.54

步增长。 ”
“行业利润率下跌，主要由于市

验。 但是三全食品未来能否持续输
血，以此带来利润上的增长，尚有待

万 元 、-1603.00 万 元 、1680.42 万

场竞争带来的下滑。 ”朱丹蓬说，包

鲜食科技的深度调整和市场认可。

竞争、 行业内外竞争的多维与多元

此外，平安证券分析认为，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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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尴尬
达到 416 元至 1024 元。

运输法院的判决书显示， 鲜果科

朱丹蓬认为， 鲜食在国内还没有

技起诉北京增益物流， 称其因延
迟配送、摆放错误等因素，导致公
司的无人售货机销售受到影响。
判决书显示， 鲜果科技无人售货
机 的 摆 放 一 般 一 个 点 位 1~2 台

进入试用期， 现在节点和阶段还
不适合。
就此，徐雄俊也认为，鲜食无
人售货机铺货和运营成本太高，
很多企业都处于跟风状态， 尤其

（个别点位 3 台）， 每台机器最少
容纳 26 盒餐（小型机 26 盒，中型
机 32 盒，大型机 64 盒），平均售
价 16 元，因此单台机的营收可以

是三全食品的主业和鲜食供应存
在差异，技术、保鲜、物流成本都
比较高，“对于未来鲜食的发展尚
不好做出判断。 ”

速冻食品进入了一个疲劳期，行业很难再做大型投资，更多的是做产品创新。
根据四川一家大型连锁社区超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

一期建成达产后， 可以实现正常年

市给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 其卖场
目前销售的速冻产品包括有思念、

用。 随后的 5 月 18 日，三全食品利
用自有资金 7000 万元购买了浦东

销售收入约 4.69 亿元，实现年平均
利润总额 5021.41 万元。

三全、甲天下、湾仔码头等品牌，其
他就是一些小品牌。“
速冻食品的销

银行的理财产品。
“我们根据上市公司的严格要

但十年过去，该项目从 2012 年
到 2017 年底分别累计 完 工 40% 、

售主要还是社区居民为主， 在社区
的销售增长能够达到 10%。”该公司
业务主管介绍说。
就此， 三全食品仍然看好速冻
食品的发展前景， 公司董秘称，“目
前一二线城市的竞争确实激烈，但

求，做一些理财产品的短期投资。 ”
公司回应称。
但有证券分析人士认为， 上市
公司用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 低收
益的理财产品， 一方面说明公司投
资谨慎， 另一方面也说明公司在主

60%、70%、85%、90%、95%。 截止到
2017 年底， 实际投入 17736.47 万
元 ， 占 拟 投 入 19380 万 元 的
91.52%。
“实际上项目已经全部建设完
工并投产，前期主要受拆迁、土地变

是我们已经向三四线城市， 特别是
乡镇下沉，这成为增长的拉动力。 ”
但是对于三全食品而言， 除了

营业务的扩展， 其他业务板块的投
资并不乐观。
不仅如此， 三全食品在华东基

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三全食品解
释称， 企业主要是根据业务的轻重
缓急，来逐渐推进该项目的建设。

不断寻求市场空间之外， 在投资上
却不得不面临尴尬的窘况： 鲜食科

地建设工程项目缓慢的建设节奏可
见一斑。 2008 年 2 月，三全食品在

“现在速冻食品进入了一个疲
劳期。 ”朱丹蓬认为，现在行业很难

技的亏损， 让三全食品不得不谨慎
而为。

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其首发募集资
金主要投资上述项目。 三全食品曾

再做大型投资， 更多的是做一些诸
如儿童水饺、 私厨等面向年轻化的

记者注意到，日前公司公告称，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

预计， 华东基地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实现盈利，一期建设计划周期

产品创新，但行业主要是依靠
“绞杀
型”的增长，即通过绞杀中小品牌实

的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

为两年，项目达产后，形成 7 万吨 /
年速冻食品的生产规模。 若该项目

现的增长， 大盘的格局和空间短期
难以改变。

《踢球吧少年强》活动举行出征仪式 蒙牛带中国少年登上世界杯赛场
6 月 3 日， 旨在助力青少年足

范志毅等四大足球明星导师的带

球发展、带领中国足球少年走向俄

领下前往俄罗斯， 登上世界杯的

罗斯世界杯的蒙牛 《踢球吧少年

舞台。

强》活动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行

健康、阳光的青春偶像关晓彤

盛大出征仪式，作为中国世界杯少

作为名誉队长加盟了本次蒙牛世

年队名誉队长，新生代偶像关晓彤

界杯少年队，在这位“大姐姐”的引

和多名小球员一起接过了《踢球吧

导下， 足球少年们一定会受到健

少年强》出征俄罗斯的大旗。 在包

康、要强的运动精神感染，从而更

括本届世界杯开闭幕式在内的八

快速地成长。 关晓彤也一定会对这

场重要比赛中，88 名足球少年将代

些小球员们关怀备至，为他们在世

表中国踏上世界杯比赛的赛场，他

界杯舞台上更好地展现中国足球

们中既有来自贫困山区和蒙牛总

力量助力。

部所在地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的孩

对于参加大型体育赛事，关晓

子，也有来自革命老区志丹学校的

彤也颇有经验。 这不是她第一次亮

绿茵少年，这一次将在世界舞台的

相世界级体育赛事了， 早在 2004

中央， 展示中国足球未来的力量。

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关晓彤就在闭

这也是 2002 年韩日世界杯结束 16

幕式“北京 8 分钟”的宣传片中亮

年后，第一次有中国球员踏上世界

相，那时的她只有 7 岁。如今，21 岁

杯决赛阶段的草坪。

的阳光偶像关晓彤对于这些小球

《踢 球 吧 少 年 强 》 活 动 由

员来说， 更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

2018FIFA 俄罗斯世界杯官方赞助

样。 此次参加《踢球吧少年强》活动

随后明星导师范志毅为球队

榜样的力量是中国足球少年

商蒙牛发起，从各地足协、足球俱

的名誉队长关晓彤表示，虽然自己

送上了祝福。 作为球员导师，范志

们追寻梦想路上的精神食粮，蒙牛

乐部、学校、公益组织、民间组织

是跨界， 但对足球却是满怀兴趣，

毅回顾了整个选拔过程，小球员的

作为一直关注着中国青少年足球

中经过层层选拔，遴选出的 88 位

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小球员

坚持和努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发展的民族乳业品牌，不仅给这 88

足球小将，将在菲戈、杨晨、李毅、

以精神上的感染，同时也会以“大

象。 期望小队员们不负所托，在世

个足球小少年提供了圆梦俄罗斯

姐姐”的身份，关怀小球员。

界杯赛场上有好的发挥。

世界杯的机会，更为了让全中国的
少年健康成长不遗余力。
少年强则中国强，在中国足球
的未来发展中，这句话同样意义非
凡。 正如蒙牛集团战略管理副总裁
张邕在出征仪式上所说的那样：
“今天， 中国和世界足球之间最大
的差距，依然在‘娃娃’身上。 我们
的青少年足球人口，与全球第一的
人口总量不相配！ 我们对青少年足
球的投入， 与全球第二的 GDP 不
相配！ 我们对青少年足球的关心，
与全球最大球迷群体的地位不相
配！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足球水平
的提高， 才能助推国家足球的腾
飞。 中国青少年足球要进步，必须
倾注更多的社会力量，必须有更多
的职业俱乐部、更多的大企业积极
参与进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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