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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壹号净利跌 9 成：北拓是拖累还是新支点？
本报记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题的人物，围绕着他的光环包括

仍旧与往常 一 样 予 以 公 司 股 东

比增长 7.2%；净利润 319 万元，

场业务继续拓展加大了投入，从

此外， 由于天地壹号董事长

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了“北大杀猪毕业生”“最阔绰的
新三板老总”等等。 即使在今年

分红。
根据天地壹号近期公布的

同比下滑 94.81%。 对于净利润
大幅度缩水的原因，天地壹号在

而导致销售费用增加。
虽然天地壹号将业绩问题归

陈生一直高调宣传“土猪”等畜牧
养殖业务， 有关其集团的重心是

（以下简称“天地壹号”，832898.
OC） 董事长陈生是一个不缺话

上半年，经营生产苹果醋为主业
的天地壹号净利润大跌 9 成，却

上半年财报显示，天地壹号上半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5.94 亿 元 ， 同

财报中解释称，由于调整了经销
商的考核期，以及公司为北拓市

咎于北拓计划， 但其广州本土市
场乏力仍是现状。

否已经转移到大农业也引发业内
讨论。

业绩大跌怨“北拓”？

土猪和饮料孰轻孰重？

天地壹号的苹果醋一直是以广州市场为根基，但其在 2016 年提出了北拓战略，希望把市场推向华中和华北地区。 虽然天地壹号已
经计划在山西和河北扩产和建厂，但实际上截止到 2017 年，除了本土市场以外，新兴市场的营收仅占总营收的 13.14%。

陈生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为其
“
土猪壹号”站台。相比之下，天地壹
号则在集团之中显得相对低调了很多。 在广州的众多商超中，
出现了各类天地壹号的饮料和壹号生鲜食品捆绑销售的场景。

对于天地壹号董事长陈生来说，
在今年上半年卷入到一系列的话题

今年年初，董事长陈生豪掷

调的是饮料的赠送， 并没有刻意

中，首当其冲的是天地壹号董事长给

亿元为老家村民修建别墅吸引
了足够的眼球。 但实际上陈生

去宣传土猪壹号。”食品产业评论
员朱丹蓬说，在这些商超中，生鲜

在为村民修建别墅之前， 就在
村中修建起了畜牧基地。 希望

与饮料捆绑式的促销往往是安排
有销售人员进行活动促销， 而这

村民帮助扩大他的“土猪壹号”
养殖规模的同时， 给予村民种

些最终是否是由天地壹号来买单
不得而知。

种福利。
对于广州地区的居民来说，
相较于天地壹号的苹果醋，同样
是陈生创立的广东壹号食品股

在广州本土市场，虽然天地
壹号一直强调餐饮渠道的重要

老家村民送别墅一事。 不过，也因分
配不均引发了村民之间的纠纷，从而
引起不少企业界的围观和议论。
随后，天地壹号发布的上半年
公告显示， 截止到 2018 年 6 月份，
虽然天地壹号营收同比增长 7.2%，
但净利润遭遇了约 95%的下滑。 根
据其公布的财报显示，对于净利润
的下滑，天地壹号在财报中解释称，
调整了经销商的考核期，以及公司
为北拓市场业务继续拓展加大投
入，而导致的销售费用增加。
2018 年上半年， 天地壹号的营
收为 5.94 亿元，但经营成本却高达 6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约 1 亿元，
同比增长 20%。 得益于母公司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的大幅度增长，使
得天地壹号最终并未录得亏损。
在今年上半年的营业成本中，
销售费用增加约 5000 万元， 共计
2.93 亿元，较去年增加约 20.7%。 而
在 5000 万元的销售费用中，约有不
到 4000 万元用于人工费用，900 万
元用于运费、装卸仓储费。 且其中
广告投放同比去年减少了 400 万
元。 此外，其研发费用同比上涨了
约 1000 万元。
不过，天地壹号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4.21 亿元，较
去年同期的负 1.61 亿元，现金流量
亏空增长约 161%。
由此可见， 天地壹号目前营收
略微增长，但净利润暴跌，且现金流
大幅度减少。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
萌告诉记者， 出现这种状况一般说

经营生产苹果醋为主业的天地壹号净利润大跌 9 成，却仍旧与往常一样给股东分红。

明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司的
库存压力大， 目前正在清理库存；第

兴市场营收仅增加了 1 亿元，平均每
个 新 兴 市 场 营 收 不 到 300 万 元 。

必须成为独立消费的日常饮品。”快
消品营销专家高剑锋向记者举例：

二种是公司整体处于销售不振、降价
促销的状态。 但记者注意到，上半年

“
2018 年上半年营收成本大幅增加，
也是受到了新兴市场快速拓展的因

“此前酸奶由于冷链限制，只能投放
在餐厅等具有冷链储藏能力的零售

天地壹号的库存同比增加约 9.3%，
“
企业运转需要持续生产， 存货总量

素。其他地区的产能尚未释放，新兴市
场平均营收并不高，导致其经营成本

渠道，也就是佐餐饮料之一，但随着
常温酸奶饮料的出现以及终端冷链

变动不大，说明卖出去的很快被生产
补充，库存总量并未大幅度减少。 那

累积增加。 ”品牌营销专家路胜贞说。
同时，在广州本地市场，天地壹

储藏能力的普及， 酸奶迅速独立出
来成为大单品之一。从市场来看，把

么出现净利润和现金流量的减少，则
说明其整体销售不振，需要靠降价促
销维持经营。 ”沈萌提到。

号上半年遭遇了区域市场的饱和。
2018 年上半年，广州市场的营收同

产品定位在酒的补充品和佐餐饮料
上，实际很难有较大的突破。 ”

比增长 3.27%，且消费渠道集中在餐

一直以来， 天地壹号的苹果醋
都是以广州市场为根基， 但其在

饮酒楼等， 而在商场仍旧依赖于节
日促销、场景推广等形式促进消费。

2016 年提出了北拓战略，希望把市
场推向华中和华北地区。 虽然天地

人事变动。
7 月 26 日， 中国旺旺控股有
限公司（00151.HK，以下简称“旺
旺”）发布公告称，詹豫峰因个人
原因辞任旺旺执行董事及策略委
员会成员， 蔡明辉及黎康仪已分
别获委任为该公司执行董事及策
略委员会成员。 在过去的一段时

回母校北大演讲， 还是参加各
类活动。 陈生也乐意接受公众

壹号而言，其渠道就不能做到最
大程度的优化，需要迁就于壹号

去年下半年以来， 天地壹号公

送给他的“北大屠夫”的称号。根
据媒体的报道，截止到 2017 年，

食品。 ”路胜贞说。
毋庸置疑的是，近年来，天地

司的高层先后辞职。 2017 年 10 月
13 日，天地壹号收到财务总监黄水

土猪壹号在全国的营收达到 12
亿元， 连 锁 店 达 到 1300 家，陈

壹号的发展相对曲折。 2015 年，
天地壹号的市值曾一度达到百

目前， 天地壹号在商超依赖于
各类促销， 而在餐饮渠道则一直定

荣递交的辞职报告， 辞职后不再担
任公司其他职务；2017 年 11 月 14

生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为其土猪
壹号站台。 相比之下，天地壹号

亿，但在 2016 年业绩出现持续下
滑， 使得市值缩水过半。 而作为

壹号已经计划在山西和河北扩产和
建厂， 但实际上截止到 2017 年，除

位于佐餐饮料。
“
天地壹号的广告宣
传投放越发减少， 而人工费用不断

日收到董事会秘书蔡术良递交的辞
职报告，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

则在集团之中显得相对低调了
很多。

“
北大杀猪毕业生”的陈生近年来
也一直在为
“土猪”等畜牧业出现

了本土市场以外， 新兴市场的营收
仅占总营收的 13.14%。

攀升， 说明了在新兴市场天地壹号
仍旧在餐饮渠道采用人海战术拓展

职务。随后，董事长陈生罕见地在网
络对公司管理层离职的问题正式回

“
在商超渠道，饮料成了壹号

在公众面前。 未来，作为曾经“新

2017 年，天地壹号在本土以外市
场拓展了 335 个县区新兴市场，但新

市场。 ”路胜贞向记者表示。
“
品类如果想要获得长足发展，

应称：
“明天，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
那块地，什么都不会变化。 ”

食品的促销附属品， 在广州的商
超往往是购买壹号食品的农产品
赠送天地壹号的饮料， 促销员强

三板第二股” 的天地壹号将何去
何从， 并在陈生的集团中置于何
种位置仍旧是个未知数。

经销商乏力
事实上，改革和调整的同时，旺
旺经销商的热情正在逐步减退。 此
前一个和旺旺合作了多年的经销商

间里， 旺旺董事会高层被指换血
近四分之一。

荡，多少是和业绩相关的。 ”
作为老牌快消品牌，旺旺的影

“
旺旺每年都会对各部门重组
一次，主要是重新划分部门，产品
归属部门也跟着变化。 重组部门的
做法已有几年历史，同时也导致人
员流失。 最近两年，公司的很多高
层或功臣都被调整到无关紧要的
岗位，无奈也就离开了。 ”曾在旺旺
多个部门工作过的黎亚男 （化名）
对记者表示，“对于公司的人事动

响力近年来正在一步步消退。 截至
今年 3 月底的 15 个月的财报显
示， 旺旺的营业利润下跌 7.4%至
41.9 亿元， 净利润 31.158 亿元，同
比下滑 6.6%，同时毛利率由上年同
期的 47.2%跌至 43.1%。 为此，《中
国经营报》记者就人事变动和业绩
的问题向旺旺方面发去了采访函，
截至发稿仍未收到答复。

内部人员动荡
据了解， 詹豫峰在辞去旺旺

作为一款佐餐饮料，却在商超一
直保留着重要位置，说明他们需
要借助土猪壹号获得一个产业
促销和展示的窗口。 对于消费者
来说， 生鲜的品牌属性相对较

陈生每每在公众面前， 总以农
业企业家的身份出现， 无论是

旺旺“中年遇坎”
中国旺旺近期再一次经历了

天地壹号在财报中也提到了这
一点， 称其在广州市场聚焦于
“天地壹号与大鱼大肉” 等促销
活动。
相较于天地壹号的低调，

商超依旧是其主要的客户之一。
“商超渠道往往是一个快消品展
示的窗口，而天地壹号的苹果醋

弱，但土猪壹号已经在当地获得
了较大的影响力。 以品牌属性较
强带动品牌属性较弱的产业，不
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但对于天地

高层换血、经销商缺乏热情

本报记者 吴容 广州报道

图片来源：公司官网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号食
品”）旗下的土猪壹号名声则更
响。 在广州的众多商超中，出现
了各类天地壹号的饮料和壹号
生鲜食品捆绑销售的场景，而

性，且始终在扩大餐饮终端渠道
及酒楼的促销力度，但沃尔玛等

奈离开了。 ”

不同的事业部， 这也导致旺旺的

执行董事及策略委员会成员之
后，将继续担任幕僚长一职。而新
成员蔡明辉， 此前担任旺旺东南
亚发展事业部总经理， 还负责香
港及澳门地区旺旺产品销售管
理、 品牌推广及商品与市场能见
度提升等工作； 黎康仪则是公司
秘书， 两者均直接持有公司一定
数额的股份。
和统一、 康师傅等老牌快消
品牌相似， 早年间旺旺通过大打
广告、铺开渠道等方式，在内地迅
速打开市场。 2008 年，旺旺在香港
主板上市。 从旺旺进入资本市场

一直以来， 旺旺是根据不同
的产品设立不同的事业部。 2017
年， 蔡衍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调
整和改革。 据了解，旺旺改革了原
有的组织架构， 由原来的事业部
改变为大区制， 在全国成立了 16
个大区。 总部各事业部的老总均
深入到市场一线， 担任大区的总
经理， 统管旺旺在该大区的所有
业务，并制定了严格的奖惩措施。
对于大区总经理来讲， 同时要操
盘米果、 休闲和乳饮这三块不同
的业务。
中金公司发表研报认为，旺

经销商有些是重叠经营的。 这种
模式在规模做大后， 经销商之间
没有产生很好的协同效应， 不同
的经销商如何整合是旺旺面临的
挑战。“
不同的业务品类繁杂跨度
大，品类之间渠道、促销手段等完
全不同， 大区制试图整合在一起
是困难的，同时伴随着奖惩制度、
淘汰制度， 大区经理的工作并不
容易。 ”
此前， 中粮系旗下的中国食
品（00506.HK）也 面 临 过 类 似 的
调整并受到争议。 据了解，当时
中国食品的事业部取消后新成

至今，从经营发展再到产品宣传，
在老板蔡衍明的带领下， 无不体
现着家族企业的作风。 虽然在
2008 年，蔡衍明曾公开表示“旺旺
的未来就是要布局到没有我也可
以”的说法。 黎亚男对记者表示，

旺采用区域制能够优化市场精
耕， 并促进各地区市场实现销售
收入的最大化， 还能够解决销售
团队过于多样化的问题。 而制定
了激励制度， 还规定未达成收入
增速目标的销售人员将被淘汰，

立的大区制，使得大区经理不但
按品类销售，还要跨品类跨品牌
操作，如不但要负责长城葡萄酒
还要负责福临门食用油，甚至还
要负责金帝巧克力等，而相应的
经销商不仅要卖粮油还要同时

“旺旺有点‘中央集权’的感觉，高
层的人员变动其实多少和这个有

展现出领导层对于推动收入增长
的决心。

关。 这些年来，旺旺重要员工的离
职并不鲜见， 主要是他们去到无
关紧要的部门或岗位之后， 就无

不过，这样的做法受到争议。一
位接近旺旺内部的人士告诉记者，
旺旺最早是根据不同的产品设立

卖酒、巧克力等。 北京一家商贸
公司的长城葡萄酒经销商表示，
“不认同这样的变革， 让我们卖
红酒的去卖巧克力，这根本就是
两码事。 ”

陈言（化名）告诉记者，“在 2014 年
结束了和旺旺的合作，从那年开始，
像我一样终止合同的经销商有很
多，都是老的经销商。 ”主要原因在
于“旺旺就不太好卖，大家现在更追
求健康了， 米果类食品的需求减少
了。 还有就是冲货的问题”。
记者留意到，冲货在零售行业
中是普遍问题， 又有倒货的说法，
指的是由于经销网络中的各级代
理商、分公司等受利益驱动，使所
经销的产品跨区域销售，造成价格
混乱。“旺旺还一直存在冲货的现
象，就是跨区域销售，使得我们的
销售价格没有利润。 对于这种冲
货，必须惩罚。 ”陈言说。
黎亚男对记者表示， 近几年，
旺旺经销商的业绩压力逐年增
加，利润被逐渐稀释。“旺旺每年
都会对各部门重组一次， 主要是
重新划分部门，产品归属部门也会
跟着变化，对应的经销商原经销的
产品也会发生变化，对既有的经销
商利益有很大影响， 导致市场的
基础也付诸东流。 冲货情况也比
较严重，旺旺一直对经销商压货，
使得部分经销商不得不低价抛货，
由此导致一些经销商没有利润，只
好终止合同了。 ”
旺旺并非没有在努力走出“中
年危机”。 旺旺集团产品研发总处
总处长陈俊江去年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近两年来，旺旺一直在寻
找突破口， 加大了内部调整的力
度。 他表示，旺旺的多元化产品战
略给销售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经销商手中产品系列众多，让其无
法面面俱到、 兼顾到各个产品线。
按照调整，旺旺将产品区隔成不同
的类别，分别招商，从而实现经销

旺旺每年都会对各部门重组一次。

商横向数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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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陈俊江表示，新增加的
一线经销商向下游渠道扩展二、三
线经销商，让旺旺的经销体系整体
几何数式的放大。 同时，旺旺也对
企业内部进行了调整，原各个事业

成熟的竞争对手， 自身对年轻消费
群体的探索仍不够足。
2017 年， 旺旺共推出了将近
50 款新品，在旺旺天猫旗舰店，专
门罗列了“你没吃过的旺旺”新品
一栏。 在此之前，旺旺还曾推出许

部负责人直接下到一线督战管理，
每个人负责一个业务片区，公司认
为只有如此精耕细作，才能有办法

多“脑洞大开”的新品：美元造型的
鱼烧、芥末辣椒味的牛奶糖、装在
茶包里的压片糖果、比脸大的雪冰

扭转下滑。
中金公司的研报称， 旺旺中国
市场重新划分为 7533 个小型标准

仙贝，不过目前，记者在超市并没
有发现它们的身影。
“推新品乏力一个很重要的原

化市场 （SSR）， 此前为 2455 个。
2017 年初至今已通过增加销售人
员、签约新经销商完成近 1000 个小
标市场的梳理工作。
在新品推出上， 旺旺也试图下

因在于，只有旺旺总部一厢情愿，而
其他各层级包括经销商等都有抵触
情绪。 其他品牌推新品是很有动力，
对经销商等有利润和奖励， 而旺旺
在新品推广上比较欠缺， 就是凭借

功夫。今年 6 月，旺旺公布了新品计
划 ， 包 括 推 出 邦 德 咖 啡 、“莎 娃
SAWOW” 果酒和草本饮料“大口
爽”等饮品。 在新品覆盖的果汁类、
咖啡类和能量类等市场， 旺旺不乏

客户和团队的数量大， 新品定价很
高， 遗留的库存大部分由经销商买
单， 借由推新品大捞一笔。 这样下
来，新品的成活数量屈指可数。 ”黎
亚男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