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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营养品被指产能过剩

否认出售传闻 雅培奶粉业务遇天花板
本报记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6 月 27 日， 有消息称雅
培要以 90 亿美元的价格出
售包括奶粉在内的营养品业
务。 该消息称，雅培向有关国
际奶粉巨头伸出了橄榄枝，
但由于要价过高被拒绝。 但
随后这一消息遭到否认，雅
培官方回应称无意出售营养
品业务。
近年来， 在婴幼儿奶粉
市场，各大品牌的市场占比
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雅培所
面临的竞争压力也日益明
显。 在惠氏、美赞臣等国外
品牌占据超高端市场的前
提下，中高端市场出现了较
为激烈的争夺，飞鹤等国产
品牌逐步占据了该价格区
间的绝对市场。 当国产婴幼
儿奶粉价格普遍维持在 200
元 ~300 元的时候，有部分外
资奶粉品牌甚至将价格压至
200 元以下。
2017 年 ~2018 年， 各大
奶粉企业几乎都打出渠道下
沉的目标， 美赞臣希望通过
电商实现渠道下沉的目标，
达能系产品则依靠自身价格
优势、 海淘属性继续保持已
有的市场地位， 而后来赶上
的飞鹤通过一系列营销概
念， 让消费者接受其配方概
念，刺激提升品牌认知度。
“事实上，雅培也一直希
望将渠道下沉到三四线市
场， 商超渠道的衰落让雅培
很难迅速实现，不过，母婴渠
道具备加大消费者对产品的
黏性等优点， 未来雅培是否
转战其他渠道是个大问题。 ”
中北蓝海品牌营销策划机构
COO 王子恒告诉《中国经营
报》记者。

雅培的烦恼
作为曾经外资奶粉企业三巨头
的雅培， 此时传出被收购的传闻并
不令人意外。在惠氏如日中天之时，
雀巢将其收购麾下；2017 年， 快消

的排名分别是惠氏、达能、飞鹤、美
赞臣、美素佳儿、雅培，其中飞鹤和
美赞臣的份额几乎接近， 而美素佳
儿与雅培市场份额也相近， 但自

牌。 虽然美赞臣超高端产品蓝臻并
未能撼动惠氏的地位，但近年来，美
赞臣继续加码母婴和电商渠道，并
将市场下沉到内地的三四线市场，

巨头利洁时收购美赞臣。 而随着医
疗板块的发力， 作为国际医疗巨头
雅培，其营养品业务表现略显一般。

2016 年起美素佳儿就高于雅培。
上述排名前四的奶粉企业在
行业均有着较为明显的价格优势，

同时希望借助京东等电商平台降低
其物流成本。
宋亮认为， 雅培市场表现低迷

公开资料显示，雅培 2018 年第

惠氏在超高端领域有着非常明显

的原因主要分为三点： 一是受肉毒

一季度全球销售额为 74 亿美元，较

的优势，而达能在抛售多美滋之后

杆菌事件、假奶粉事件打击;二是受

去年同期增长 16.7%。 而营养品业
务板块第一季度全球销售增长 7%，

迅速把握住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产
品较为青睐这一现实，再次打开市

到 A2、贝拉米等新晋网红品牌的冲
击; 三是渠道转型慢，“母婴为主的

达 17.56 亿美元。 2017 年，由于雅培
营养品业务在中国市场出现过剩，

场，且达能的产品同样拥有明显的
价格优势。“澳洲 A2 和达能系产品

发展思路没有形成， 还严重依赖传
统商超大卖场”。

目前，雅培奶粉市场表现略显低迷。

雅培首席执行官白千里曾表示：“虽
然我喜欢营养品业务， 但从长远角

最大优势在于生产成本明显低于
国内。 实际上，无论是市场终端价

“奶粉新政并未像此前预期的
那样将大量中小企业剔除到行业之

能。而雅培也同样面临此类问题，且

导致商超渠道近年来出现不断衰

度来看，我看到的是放缓。 ”
根据行业内普遍估计， 在婴幼

格还是成本，国外品牌都具备国内
品牌不存在的优势。 ”乳业分析师

外， 而是将产品的价格完全透明化
了。由此，婴幼儿奶粉暴利的时代一

雅培的渠道仍停留在商超层面，这
成为了较大的阻碍。目前来看，渠道

退， 这也是现在很多品牌彻底放弃
商超渠道的主要原因。 ”王子恒说，

儿奶粉行业， 目前惠氏依旧把持着
行业第一的交椅， 紧随其后的属达
能系， 以及不分伯仲的飞鹤和美赞
臣，而雅培则排在其后。根据欧睿国
际市场咨询公司数据显示，2017 年
国内市场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占比

宋亮告诉记者。
飞鹤与美赞臣的营收则主要来
自于母婴渠道的兴起。 飞鹤在管理
层引进了职业经理人把控公司发展
方向，不到三年时间得到迅速发展，

下沉的主力渠道还是母婴店。”王子
恒说。

雅培目前已经是商超渠道的最大玩
家之一，对于雅培来说，商超渠道意

“在婴幼儿奶粉市场，商超渠道
的衰退是众所周知的， 主要原因在

味着销售成本居高不下， 但转型母
婴渠道需要大量资金和一定的时

成为了营收有望破百亿的国产品

去不复返， 中端产品进入薄利多销
的阶段， 这使得很多原本停留在一
二线沿海城市的外资品牌的增长出
现较大压力，因而包括美赞臣、惠氏
都提出进军中国内地的口号， 且寄
希望于渠道下沉为营销增长提供动

于商超进场费水涨船高， 以及商超
本身不具备母婴渠道的服务属性，

间，那么为此所产生的成本，雅培是
否愿意承受就值得商榷了。

对于“
不差钱” 的中国奶粉企
业， 收购国外牧场或者国外品牌已

正在褪去， 很多外资品牌仍旧将市
场停留在沿海城市。 可见，这种
‘吃

道下沉。
雅培则和同处于大卖场的美素

很多外资品牌奶粉的价格往往低于
建议价格。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

产成品两小时”的营销概念，促成了
飞鹤目前的成功。

并非难事。 目前主流的婴幼儿奶粉
品牌和企业都在海内外拥有自己的
大型牧场，在上游奶源上，食安问题
已是标配，而在竞争中，往往是以配
方概念引导消费者。
目前， 高端婴幼儿奶粉的概念

老本’的状态不改变，营收增长也就
无从谈起了。 ”王子恒说。
对于渠道下沉的目的， 有不愿
透露姓名的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在
三四线城市曾经存在大量贴牌奶
粉，
“由于这些小品牌具有极大的利

佳儿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主要渠道
仍停留在大卖场。 飞鹤的反超证明
了母婴渠道是实现市场下沉的最为
有效渠道，“
停留在大卖场意味着市
场将停留在一二线市场，即使雅培在
产品上有优势，但受限于渠道问题仍

前大部分外资品牌进行促销和打折
比较常见，原价 300 元以上奶粉，消
费者往往可以低于 20%~30%的折
扣价购买。
“目前，进口奶粉价格往往比国
产奶粉价格还要低，A2 和达能系产

值得注意的是， 国外品牌在配
方概念上仍旧具备较大优势， 因而
在超高端领域仍旧是以外资品牌为
主，“在超高端配方上， 外资品牌往
往是以一个完整的说辞和概念去说
服消费者相信其概念， 为其高溢价

主要分三类，分别为有机配方、母乳
仿生配方、羊奶粉配方。由于洋奶粉

润空间， 使得边缘市场的大经销商
反而更青睐这些小品牌，长久以来，

旧很难打开局面。 ”王子恒说。
但随着一二线市场消费总量

品是较为明显例子。 ” 宋亮告诉记
者。 例如，目前 A2 和贝拉米等海淘

买单， 但国产品牌往往没有学会这
一套体系，”王子恒说，“雅培的优势

受制于羊奶供应的问题， 大部分具
有研发能力的品牌和企业都先后推

外资品牌一直存在于中大型和沿海
城市。但新政之后，贴牌奶粉的消失

基本饱和， 竞争处于零和阶段，奶
粉新政实施起到必要作用，部分品

品牌的零售价格已经低于 200 元，
而这已经明显低于大部分国产知名

还是集中在其具备高研发能力，目
前雅培也拥有有机配方、 母乳仿生

出了有机配方、母乳仿生配方，以及
为孕妇配制的成人奶粉。
“婴幼儿奶粉的主要消费人群
正在由 80 后向 90 后过渡， 消费者
的购买逐步理性。 随着信息获取的

改变了市场格局。 ”
新政的大背景下， 就连一直以
超高端产品为荣的惠氏也放下身
段，试图将消费人群进一步下沉，而
在高端领域并不如意的美赞臣也将

牌退出市场，市场秩序得到有效规
范，但由于受跨境购及宽松政策的
影响，价格战仍在持续，未来两年，
三四线市场将面临以提升集中度
为核心，“大吃小、强吃弱”的绞杀

品牌的产品价格。其中，达能系产品
也是通过价格优势， 以及产自海外
的海淘标签， 在放弃多美滋之后逐
渐恢复了在行业的地位。
作为国产奶粉的佼佼者， 飞鹤

配方的奶粉， 这些产品净利润空间
还是较为客观的。 主要问题还在于
目前市场的竞争状况， 在超高端领
域的配方概念很难撼动惠氏的地
位， 但在中高端领域又无法突出雅

便利， 消费者发现国外奶粉的食安
并不是万无一失， 国外奶粉的光环

渠道下沉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试
图实现与京东高度捆绑， 以完成渠

也将持续。
从终端市场的表现来看， 目前

的爆发源于对消费者输送概念的成
功，“纯湿法工艺”“从出产鲜奶到生

培的研发能力， 这就是雅培的尴尬
所在。 ”

国外品牌光环褪去

联华超市再遭抛售 “大企业病”积重难返
本报记者 刘旺 吴容 北京报道

赋能难题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联集
团”）的通知，易果生鲜向百联集团
转让其持有的联华超市内资股股

股份，控股股东百联超市直接持有
联华超市内资股股份约 2.9 亿股。
从买入到清空，易果只用了一

超市的新零售转型不顺，业绩持续
亏损。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

面已经进行了些许改变，但庞大的门
店群拖慢了联华超市转型的进程。而
二股东阿里巴巴对联华超市能起到

份的转让手续已经完成。 至此，易
果生鲜不再持有联华超市内资股

年半的时间。 业内认为，易果之所
以抛售联华超市股份，是因为联华

人文志宏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联华超市业态转型和新零售变革方

多大的帮助作用，就要看阿里的赋能
方案是否真的有成效了。

联华超市与易果的“联姻”，仅
仅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 但从联华
超市的业绩表现情况来看，双方的
结合似乎并不顺利。 2017 年，联华
超市实现营业收入 252.25 亿元，
同比下降 5.4%； 归属公司股东的

较难。 资本市场上就是这样，很少
有企业愿意将资本浪费在盈利无
望的合作方身上。 ”文志宏说。
从买入到清空，易果只用了一
年半的时间。
2016 年 12 月，易果与永辉超

对于退出的原因，永辉超市表
示，公司与联华超市经营战略发生
调整，以及双方在重叠市场业务的
发展，因此不再维持股权层面的合
作，但在门店合作经营、联合采购
等方面仍有合作空间。 而彼时的永

生鲜供应链和冷链物流商有领先优
势， 在业态上与联华超市有很强的
互补性， 入股联华超市之后将凭借
各自优势，在新零售领域进行创新。
但仅仅半年之后，易果便将持
有联华超市 18%的股份转让给阿

超市属于国有控股，联华超市寻求
民营资本进入，表达了对现有体制
进行变革的决心。 而联华超市庞大
的体量也吸引了不少寻求合作的
企业的关注，不乏像永辉、阿里这样
的优秀企业。但在后续的过程中，国

净亏损约 2.83 亿元。
在文志宏看来，易果抛售联华

市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以 8.5 亿
元的价格收购了永辉超市所持联

辉超市入股联华超市，也不足两年
的时间。

里巴巴， 另外 2%的股份转让给百
联集团。

有体制的局限性较大，在合作过程
中管理、决策、人员执行等方面肯定

超市股份，与联华超市业绩表现不
无关系。“联华超市连年亏损，扭亏

华超市 21.17%的股份，永辉超市完
美退场。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 易果集团
联合创始人金光磊曾表示， 易果在

对于联华超市近年来不断的
股权更迭，文志宏分析认为，联华

会出现各种问题，这也是联华超市
频频与合作企业
“
分手”的原因。

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近日，联华超市（00980.HK）发
布公告称，接到上海易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易果”）及百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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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再遭抛售

2017 年 5 月，阿里巴巴入股联华
超市引起了业内的广泛关注。 不少声
音表示， 阿里巴巴一举拿下了 3000
多家门店当作新零售试验田。 有业内
人士认为，与阿里巴巴合作，对于联
华超市混改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彼时的阿里巴巴表示， 这是为
践行新零售做的布局， 未来将通过
大数据重构新零售门店， 提高商业
运作效率，打通线上线下，形成一体
化商品、支付、物流、会员等生态体
系，使消费者体验有所提升。
但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联华超
市依旧持续亏损， 双方在业务层面
上的 合 作 许 久 未 见 ， 联 华 超 市 在
2017 年年度报告中， 也很少提及与
阿里巴巴相关的战略规划， 双方在

通过联华超市股权更迭的时

新零售赋能大都对应大卖场业态

其他地区的加盟店的店面业态普

创新方面，开设鲸选未来店，旨在打

业务层面互动鲜有消息。
对此，业内有分析认为，阿里巴
巴与联华超市虽然
“已婚”，但实际上
是
“
分居”状态，业务层面合作不多。
对此， 文志宏表示认同：“显而

间线来看，无论是永辉超市还是阿
里巴巴，都没能帮助联华超市实现
扭 亏 。 2015 年 联 华 超 市 亏 损 约
4.97 亿元，2016 年亏损 4.5 亿元，
2017 年亏损 2.83 亿元。
从销售数据上来看，联华超市
2017 年 同 店 销 售 同 比 下 降 约
4.85%， 其中超市市场业态同店销

与便利店业态， 标超业态改造难
度较大。 ”
逐年下滑的营业状态从门店
规模上有直观的体现， 截至 2017
年年底，联华超市拥有门店总量为
3421 家，较 2016 年的 3618 家下降
了 197 家，而 2015 年、2014 年该数
据分别为 3883 家和 4291 家。

遍较小， 多数店面以社区型购物
中心为主。 商圈较小、产品促销不
灵活， 选址往往离优势竞争对手
较近，在促销时，缺乏对供货商的
议价能力， 也缺少对消费者的吸
引能力。 ”
根据年报数据，联华超市仅在
上海就布局有 2121 家门店， 其中

华东地区被誉为新零售概念
的起源地，这一点从阿里结盟的对
象就可以看出，银泰商业、苏宁云
商、三江购物都是深耕华东区域的
“地头蛇”；华润体系的苏果超市也
霸占江苏市场 20 余年的时间；华
北巨头物美也通过收购浙江供销
超市，将“物美 + 多点”这一模式

造
“
餐厅 + 超市 + 社交”模式。
文志宏表示：“联华超市目前
面临的问题，多种购物渠道冲击是
一方面，真正的华东地区市场竞争
也是一方面。 目前华东市场的竞争
对手，不管是门店业态上还是顾客
体验上都在进行新零售变革。 而联
华超市受制于国有体制和自身体

易见的是， 阿里巴巴对联华超市的
赋能过程出现了问题。 双方在股权
层面达成合作之后，相互影响渗透，
但真正展开业务层面的合作时，却
发现对方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合作
对象，因此合作事宜也搁浅了。 ”
文志宏分析认为，联华超市在华
东地区门店数量、市场占有率是吸引

售同比下降约为 1.58%，便利店业
态同店销售同比下降 3%。

同时记者了解到，目前，联华
超市有 81.28%的门店位于华东区

大型综合超市 35 家， 超级市场
1260 家，便利店 826 家。 而此前业

带入华东市场。
为面对这种竞争， 联华超市也

量，虽然有所尝试，但收效甚微，转
型还有待时日。 ”

文志宏告诉记者：“联华超市
目前处于衰落的状态，虽然保持着
相对较大的体量， 但标超业态占
比较多，并且业态老化严重。 目前

域。 品牌营销专家路胜贞表示：
“联
华超市的主要优势区域集中在上
海、浙江等华东区域，其他地区的
经营情况并不乐观。 而在京津冀等

内有声音认为，永辉超市入股联华
超市，便是为了补充自身门店版图
在华东地区的缺失。 但事实上，联
华超市的“大本营”华东地区，目前

在进行门店的改造升级， 加快线上
线下融合。2017 年，联华超市在超级
市场业态方面，开设 Green&Health
新业态门店； 在大型综合超市业态

路胜贞也认为联华超市应该
收缩战线， 集中精力做局部区域
以及 面 积 在 2000 平 方 米 以 上 的
超市。

阿里巴巴入股的重点，而老化的门店
业态，尤其是保守的国有体制是阿里
巴巴进行赋能的最大难题。

体量的烦恼

记者就如何接受阿里巴巴赋能
与业态变革等问题向联华超市发送
采访函，截至发稿前尚未收到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