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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消

新消费微信公众号由《中国经营报》快消连锁版组积聚相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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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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粉停摆寻出路

娃哈哈豪赌羊奶

2011 年、2012 年，爱迪生奶粉先后陷入质量问题风波，2014 年又陷入员工摊派购买风波。

本报记者 党鹏 成都报道

在 2010 年 5 月，娃哈哈在北京

羊奶粉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得

数据显示， 目前羊奶粉市场

宣布进军奶粉市场， 隆重推出其高
端产品爱迪生。 按照当时宗庆后向

时隔八年之久， 继娃哈哈在

到更加优质、健康的产品体验。 ”
“爱迪生牛奶粉跨界的失败，

正处于增长高峰期， 预计年均增
长率可超 20%，2018 年中国羊奶

外界所言， 其爱迪生牛奶粉全部是
原装进口， 由娃哈哈委托荷兰与瑞

2010 年 5 月推出爱迪生牛奶粉之

主要源于其团队不专业， 执行力

士的公司为娃哈哈贴牌加工， 采用

后，近日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
又亲自为旗下羊奶粉新品
“
站台”。

差；渠道不强大不顺畅；缺乏经验

粉市场规模预计可达 70 亿元，约
占全球羊奶粉市场规模的一半。

和特色。 ” 乳业专家王丁棉告诉
《中国经营报》记者，如今娃哈哈
进入羊奶粉市场， 仅靠西班牙奶

“市场增长很好，但是娃哈哈要在
羊奶粉市场分一杯羹很难。 ”陕西
西安一位羊乳企业董事长告诉记

源和娃哈哈自身品牌效应是无法

者， 羊乳市场并不是靠资本就可
以推动的。

“
在三年内打造成一线品牌，年
销售量达到 10 万吨。 ”宗庆后当时
“站台”时表示，其最终目标是实现
百亿收入。

但昔日荣光不再，如今的爱迪
生牛奶粉已然销声匿迹。 至于此次
娃哈哈缘何选择羊奶粉，娃哈哈回
复《中国经营报》记者称：
“
这次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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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销毁 8 亿库存 Burberry 难治业绩“焦虑症”？

支撑的。

荷兰进口奶源。

进军羊奶粉待考

然而一年后， 爱迪生的实际销
售额只有 2 亿元左右。尤其是此前在

娃哈哈的短板就是它不掌握优势的供应链资源，因为羊奶资源比较稀缺，只有掌握了供应链资
源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优势，或者说它必须具有资源控制能力。

天猫官方旗舰店上，同是一家工厂生
产的爱迪生奶粉和美素佳儿奶粉，两
者有着明显的差距，爱迪生奶粉想与

在 7 月 29 日亮相的这款莫

外富硒也并不是西班牙羊奶粉独

物频道， 随后在该频道电商平台

尔希亚羊奶粉， 如今在电商好易
购平台上销售。 购买 4 袋 300 克

有，只不过是一个宣传噱头。
上述西安羊乳企业负责人告

上线， 这被娃哈哈称之为新型社
交零售渠道。“社交零售，是用互

的羊奶粉再赠送 5 袋 150 克装的
赠品， 总计 592 元。 截至 8 月 2

诉记者，采购西班牙乃至欧洲的羊
乳
“
大包粉”，是行业的普遍采购行

联网粉丝经济， 来链接实体经济
和人的一种新型的零售模式。 ”娃

日，其总计销售 161 件。
“为让全国老年人也好，小孩
子也好，都能健康地生活、健康地

为而已。 其介绍，目前公司采购的
西班牙羊乳大包粉到厂成本一般
在 8 万元 / 吨， 进厂后经过加工、

哈哈介绍称。
“
娃哈哈的短板就是它不掌握
优势的供应链资源， 因为羊奶资

成长。 ”在其官方新品预热宣传视
频中，宗庆后如此宣传。 娃哈哈回

配方、 包装，800 克规格的罐装成
品成本一般在 100 元左右，个别产

源比较稀缺， 只有掌握了供应链
资源才能在竞争中占有优势，或

复《中国经营报》记者称，羊奶粉
来自西班牙黄金奶源地， 采用了

品在 120~130 元区间，因此“过分
强调西班牙奶源没有什么意义”。

者说它必须具有资源控制能力。 ”
乳业专家宋亮告诉记者， 其次从

符合欧盟质量标准的高端工艺制
作而成。 记者注意到，在产品包装

至于莫尔希亚是否属于原装
进口，在其包装上没有明确显示。

整个渠道来说， 羊奶粉包括营养
保健类产品、母婴类产品，渠道上

口袋上，明确标注为“进口奶源”
“
中老年富硒羊奶粉”字样。

记者注意到，8 年前娃哈哈推出爱
迪生牛奶粉时， 曾明确表示该产

体现出专业性和严谨性， 与娃哈
哈在快消类产品的渠道是完全不

“娃哈哈羊奶粉在产品上游
链条上有着先天不足。 ”在王丁棉

原装进口”。
品是
“
此外， 不同于娃哈哈其他快

一样的。“因此要在羊奶粉行业深
耕多年以后，一个品牌才能够有所

看来， 西班牙奶源并不是什么亮
点，全世界的羊奶粉差别不大；此

消品的销售模式， 此次娃哈哈羊
奶粉新品亮相是在浙江卫视的购

发展。 对于娃哈哈来说，还不具备
这样的一个条件。 ”

不断尝试跨界经营的娃哈哈，日前推出了羊奶粉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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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线品牌竞争就更难了。
不仅如此，2011 年、2012 年，爱

在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多批次奶粉
注册制通过名单中，爱迪生婴幼儿奶

半年的鲜奶加工期， 因此市场虽然
增长快速， 但是市场竞争还比较混

迪生奶粉先后陷入质量问题风波，
2014 年又陷入员工摊派购买风波。

粉并未列入。 就此，记者向娃哈哈求
证是否已经放弃爱迪生婴幼儿奶粉
的运营，该公司未给予回复。
“这次娃哈哈主打中老年富硒

乱，不够集中；此外，因为市场进入
者增加， 上游羊奶的成本也不断提
高。记者调查显示，目前西安市阎良
区的鲜羊奶售价已经高达 8 元 / 公

羊奶粉的概念， 主要就是为了避开
奶粉的注册制。 ”王丁棉表示，爱迪
生品牌的失败， 让娃哈哈转而看到
羊奶粉市场的高增长。 在王丁棉看

斤以上，这已经是往年价钱的一倍。
就此，宋亮认为，娃哈哈放弃牛
奶粉选择羊奶粉， 正是看到了羊奶
的增长速度非常快， 而且相对来说

来，虽然羊乳市场有着 20%的增长，
但是行业起点低，不成熟，尤其是根
据消费者调研显示， 选择羊奶粉的
占比仅为 4%~5%。 此外，有数据显
示， 虽然未来 5~6 年中国羊奶粉市
场容量将达 150 亿 ~180 亿元，但仅

是一个高毛利的产业。“
但不是说所

占市场总量约 10%。
上述西安羊乳企业负责人介
绍， 目前国内羊奶粉企业最大规模
也就 10 亿元的产能，而且每年只有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去参与这个行
业无疑是外行人进入内行， 很容易
被一些机构或者平台忽悠。

截至今年 2 月份， 在淘宝网上，《中
国经营报》 记者看到爱迪生奶粉网
店的月销最高只有 23 笔。
如今， 在电商平台搜索爱迪生
牛奶粉，已然不见踪影，硕果仅存的
就是爱迪生奶酪酸奶。这是 2015 年
娃哈哈为了延伸爱迪生品牌推出的
一款产品，主要面向 3~10 岁儿童群
体，定位中高端，诉求
“奶中皇族”和
“萌星人专属”。 在淘宝上， 这款
200g×12 盒装的产品正在低价促
销，最低售价 25.8 元，月销售最多
才 17 笔。
实际上，早在 2017 年下半年就
有消息称爱迪生奶粉即将停产，这主
要是源于当时的
“
奶粉新政”。 随后，

有的行业都是能够有条件介入的，
它体现了一个行业的专业性， 也体
现了一个行业内部企业对于资源供
应链体系的掌握控制能力。”宋亮认
为，在这些优势都不具备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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