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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粮油市场 益海嘉里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
本报记者 李向磊

模式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
益海嘉里研发出了
“大豆精深加工”
“水稻循环经济”
等新型产业模式。

“凡有海水处，
就有华人。
”至今
约 6000 万华侨华人分布全球。在
华人群体里，
经商比例极大，
他们艰

益海嘉里一直致力于科技

自身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外，稻

此外，
为改变国产大豆逐步萎

苦创业，
拼搏进取，
不少人在各自领

创新、探索循环经济等模式，推
动产业升级，引领中国粮油行业

壳 灰 还 可 以 加 工 白 炭 黑 、活 性
炭、多晶硅等多种产品；米糠被

缩的状况，
益海嘉里投入大量研发
资金，
开发出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域取得了非凡成就。
但无论身处何方，海外游子对

可持续发展。

用来榨取营养价值颇高的稻米

的国产大豆精深加工模式。在这

油，米糠粕还可以提取谷维素等

种模式下，
可以利用国产大豆生产

嘉里研发出了“大豆精深加工”
“水稻循环经济”等新型产业模

通过多年研发、摸索，益海

高价值营养物质。
“通过‘吃干榨净’式的精深

200 多种精深加工产品，
如食用豆
粉、
低纤维、
浓缩蛋白、
分离蛋白、
组

式 ，将 原 粮 就 地 转 化 和 加 工 增

加工，不仅保证了水稻加工全过

织蛋白及糖蜜等，
实现了对大豆的

值，带动传统农业和农产品由粗
放种植向精准生产转变，由初级

程节能环保，而且使水稻的资源
价值得以充分开发利用，从而实

100%转化增值和综合利用。
“通过
‘大豆精深加工’
‘水稻

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由资源消

现水稻加工产业的转型升级。
”
益

循环经济’
等模式的应用，
既能确

耗型向高效利用型转变，拓宽了

海嘉里相关人员表示，按照这种

保原材料物尽其用，又能减少企

产业领域，提升了产品附加值，

模式计算，
如果全国约 2 亿吨水稻

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
”
益海嘉里

延长了粮食产业链条。

加工产生的米糠都用于榨油，可

公共事务部潘坤对《中国经营报》

以“水稻循环经济”为例，益

生产约 230 万吨稻米油，
相当于为

记者分析指出，循环经济形成了

海嘉里通过优质水稻订单让农

国家节省 1.1 亿亩大豆耕地。如

产业闭环，有效地节约了集团的

民增收、消费者受益，而且使稻

果全国的稻壳都能够用来发电，

原材料成本，使在越来越激烈的

壳 、米 糠 这 两 种 副 产 品 变 废 为

可节省煤炭约 2600 万吨,相应可

行业竞争中，取得生产成本等优

宝。稻壳用来发电，除满足企业

减少 30 多万吨二氧化硫排放。

势，
也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祖国母亲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只
要祖国有需要，他们义无反顾。而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也为广大侨资企业提
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间，
造就了一个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商业
故事。这其中，益海嘉里集团就是
一个典型代表。
从一瓶小包装食用油开始，
金龙鱼除了有面向家庭的小包装产品，
也有面向餐饮渠道的中包装，
全方位打造健康餐桌。

益海嘉里以产品创新，引领中国消
本报资料室/图

费模式和消费理念变革；以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升级，引领行业进步，
全面提升中国粮油产业竞争力，从
粮食生产大国向粮油产业强国转
变 ，为 国 家 农 业 现 代 化 、粮 食 安

全 、食 品 安 全 等 方 面 做 出 了 自 己
的贡献。
与此同时，益海嘉里不断创新
扶贫模式，发挥自身在农产品购销

和加工方面的优势，扶持贫困地区
发展特色产业，帮助贫困群体创造
平等发展的机会，与社会共同分享
企业发展的成果。

扶贫创新助力共同富裕
产品创新引领产业变革
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
益海嘉里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不断推出创新产品的背后是益海嘉里强大的研发实力，
截至目前，
研发中心已累计投资几十亿元，
申请
专利500多项。
1991 年，益海嘉里在深圳蛇口

性举动。

拌粉年加工能力 1.5 万吨，
淀粉糖浆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益海

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帮

购，按照严格质量标准，加工成

嘉里已经成长为中国粮油行业领
军企业。

助国家级贫困县实现脱贫目标， “金龙鱼·爱心桃花”
品牌小米。借
益海嘉里不断加大产业扶贫力
助“金龙鱼”品牌的号召力和集团

南海油脂厂生产的“金龙鱼”牌小包

随着消费升级的持续进行，
中国

装油下线并推向市场，改变了国人

消费者对于食用油的需求也越来越

“金龙鱼”多用途小包装粉、
“ 金山”

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
益海
嘉里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

度，在黑龙江富裕县、河北蔚县等
贫困地区建立农业产业园等方式

强大的营销渠道实现增值。销售
所得利润全部反哺当地用于扶贫

食用散装油的历史。

多元化和健康化。针对消费者不同

“花鼓”高端烘焙粉、
“ 香满园”牛肉

重要使命，
不断帮助贫困群体创造

助力当地脱贫。

开发，用于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

的需求，
益海嘉里先后推出“百年古

面专用粉等市场细分产品，赢得了

有利于平等发展的机会，
与社会共

据上述负责人介绍，
益海嘉里

扶贫助学、脱贫产业发展等，形成

蔚县小米产业扶贫项目，
源于2012

闭环，
首尾相衔，
互相促进，
实现良

与当时市场上大多供应的暗

年加工能力 30 万吨。自主研发的

黄、浑浊的散装油不同，
“金龙鱼”小

法真正够香“的胡姬花小榨花生油，

消费者和专业客户好评，树立了良

同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经过多

包装油提高了精炼程度，也更加健

源自金龙鱼四家欧洲工厂的进口葵

好的质量口碑和行业影响力。

年的摸索和实践，
其在慈善公益方

年起益海嘉里员工在蔚县的义务

性循环。这种做法让贫困家庭生

康、便携、美观、口感好，
迅速赢得消

花籽油，从稻谷中提炼的珍贵稻米

面逐渐实施了“益海嘉里助学工

植树活动。2017 年 3 月，
益海嘉里

活有改善、
增收见实效。

集团董事长郭孔丰到蔚县考察调
研后，正式发起该精准脱贫项目，
利用集团品牌、营销、管理等优势

贫模式，破解了贫困县产业扶贫
难题，确保了农户通过生产实现

全方位助力蔚县产业脱贫。

增收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费者的欢迎。
市场在变化，益海嘉里的产品
迭代也在继续。在“扎根中国”、研
究中国人饮食习惯之后，2002 年，
金龙鱼首次将膳食健康的研究深入

不断推出创新产品的背后是益

油。凭借产品卓越品质，益海嘉里

海嘉里强大的研发实力。2009 年，

程”
“金龙鱼复明工程”
“金龙鱼助

不断荣获国际大奖，同时也在不断

益海嘉里母公司丰益国际在上海建

挑战食用油营养健康新高峰。

立行业领先的研发中心，
围绕粮油技

行工程”
“益海助学中心”
“金龙鱼
烹饪班”
和救灾扶贫等公益项目。

除了在食用油领域不断推陈出
新之外，益海嘉里还利用自身优势，

术与产品研发、新产品及技术咨询、

“我们发挥公司在农产品购

“益海嘉里蔚县小米产业扶

产品技术服务、科技合作与交流、粮

销和加工方面的优势，每年投入

记者了解到，
益海嘉里蔚县小

该负责人说，除了产业扶贫，益海

米产业园项目的基本模式是订单
种植、
溢价收购、
品牌营销、
利润反

嘉里还与蔚县政府合作，通过捐

到脂肪酸领域，研发出金龙鱼第二

拓展业务范围。2009 年，益海嘉里

油食品专业人才培育的五项中心工

30 多亿元，从 80 多个国家级贫困

代食用调和油，倡导膳食脂肪酸平
衡的健康理念，引领中国食用油的
健康升级。该产品的推出，被业内

成立面粉事业部，发力小麦加工和
制品领域。其官网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底，
公司小麦年加工能力 560

作，
在烹饪油脂、专用油脂、谷物、食
品、油脂科技等领域进行创新研发。
截至目前，
研发中心已累计投资几十

县收购农产品近 100 万吨，并通
过订单农业等“三产融合”机制让
农民享受到加工增值的收益，带

哺。即在政府协助下，
集团通过当
地谷子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贫困

改善蔚县教育和就业条件，斩断
贫困代际传播，全方位助力蔚县

人士称作中国油脂行业的一个开创

万吨，
挂面年加工能力 10 多万吨，
预

亿元，
申请专利500多项。

动贫困人口脱贫。”益海嘉里相关

户订单化种植优质谷子后溢价收

打赢脱贫攻坚战。

资助学和职业教育等方式，帮助

国产奶粉崛起正当时
本报记者 蒋政

企业已经出现，作为“国产奶粉第一
股”的贝因美，在迎来创始人谢宏回

打造婴童产业生态圈
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显示，

不愿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中
国父母，
对婴幼儿奶粉格外关注。

“目前贝因美在不断深化核心业

归后，
再次迸发出无限的生命力。
我国母婴行业的总体规模从 2011

务奶粉品类，这其中就包括在特
配粉上的发力。除此之外，贝因
美在进行多品牌、多元化的投入，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贝

同其他市场相比，中国的婴幼

因美日前计划将公司名称“去食品

年的 11089 亿元上升到了 2017 年
的 25919 亿元，年复合增速达到了

儿奶粉发展状况有所不同。一方

化”，其业务也将围绕婴童所需进行
多元化发展，满足母婴家庭更多的

15.2％。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

在不同的品类中打造爆款，同时

示，婴童产品前景广阔，婴童食品

在同一品类中也有不同功能性产

及婴童服装仍为发展重心，预计

品的排兵布阵。
”
包秀飞还表示，
“我们的机会
在于在新零售方式下创造新的服
务和产品，以及 95 后、三四线的人

面是国产婴幼儿奶粉质量正处于
历史最好时期，许多关键指标优于
进口奶粉。另一方面却是不少一

消费需求。
“很多国产奶粉企业都在打造

二线城市消费者仍倾向于选择进口

大健康生态圈。贝因美此次进行的

到 2020 年，婴童食品仍占据主要
份额，约为 37%左右；婴童服装紧

奶粉。

多元化布局，显然是在酝酿一个新
的发展战略。而这都将进一步促进

随其后，
比重为 30%。

十年前的惨痛教训依然深刻影
响着行业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国
产奶粉崛起正当时。国产奶粉百亿

朱丹蓬告诉记者，越来越多

群，新的品类化、新的场景化、新

的国产奶粉企业开始打造大健康

的数据化，赋能新的消费群体，是

生态圈。贝因美目前正在进行的
多元化布局，也预示着其正在酝

可以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成长机
会的重要手段。
”

国产奶粉的崛起。”中国食品产业评
论员朱丹蓬告诉记者。

发展一波三折

酿一个新的发展战略。
“之前我一直把贝因美当女儿

贝因美在 2018 年迎来谢宏回归后，通过在品牌端、销售端、成本端的一系列改革，带领公司

贝因美方面告诉记者，贝因

而起，市场份额一度位居国产奶粉
9 月 12 日，贝因美发布公告

养的。
”
谢宏曾多次公开表示。

首位。直至 2011 年在深交所上市，

作为贝因美的创始人，谢宏在
27 岁创办贝因美，那年是 1992 年。

成为国产奶粉第一股。
而贝因美在创始人谢宏 2011

快速回归正轨。

受访者供图

称，拟增加多项经营业务，并将公

当时，断奶期食品在中国市场几乎

年因身体原因辞职后，便经历了高

是一片空白。谢宏利用从亲友借来

层动荡，
一度被披星戴帽。

的 18 万元创建贝因美。2 年多后，
贝

不过，诸多积极因素正在涌向

因美横扫中国婴幼儿米粉市场，成
为中国婴幼儿米粉市场的冠军。

整个奶粉行业。2016 年 10 月，
《婴
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

司全称由“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

美能够不再局限于婴童食品这个
擅长的领域，转而围绕相关产业

高级乳业分析师宋亮分析，
这是贝因美从单一的婴幼儿奶粉

进行多元化发展，不断扩大业务

有限公司”变更为“贝因美股份有

机构调研时表示，
贝因美从成立之
初就确立了
“育儿专家、
亲子顾问”

限公司”。

的品牌定位。过去的几年，
偏离了

企业进行多元化转型的必要方

选择，
更是一种野心。

这意味着被谢宏称为“女儿”
的贝因美，将不再局限于婴童食

战略方向和消费者需求。目前需

向。在他看来，奶粉市场已经成

要回归初心，
以更精简的公司名称

为超级红海市场，对于贝因美而

在产品上，
贝因美具有很大优
势。在“史上最严奶粉新政”实施

品，而将围绕婴童所需进行多元

言想要在短时间迅速崛起难度很
大，多元化转型可能是其获得更

后，
贝因美获得注册允许的婴幼儿

化发展，满足母婴家庭更多的消

回到最初的愿望——
“生儿育女找
贝因美”
。公司也要围绕目标用户

费需求。
对于此次变更，谢宏在接受

的多维度需求，
提供专业产品和服
务，
进行关联业务的多元化。

好发展机会的出路。
贝因美总经理包秀飞表示，

了国家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配方
注册的 0001 号到 0009 号。

中原证券发布的研报提到，

宋亮提到，贝因美在食品安

范畴，进行更多的尝试，这是一种

奶粉配方达数十个，
且其一举获得

这对于整个国产奶粉行业的

办法》正式实施，规定每个企业原

意义是深远的。新中国成立初
期 ，奶 粉 还 是 被 当 成 稀 缺 分 配 产

则上不得超过 3 个配方系列 9 种产
品配方。这使得贴牌、代工和假洋

品存在。直到 1984 年国家经济委
员会正式将乳制品作为主要行业

奶粉被淘汰出局；今年 6 月，国家
七部委发布《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发 展 方 向 和 重 点 ，国 内 奶 粉 业 才

提升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婴幼儿

从国家不断出台的政策，到

队、重塑品牌、重溯文化。在市场

逐渐解除束缚。

配 方 乳 粉 自 给 水 平 稳 定 在 60%以

多家本土奶粉企业业绩频创新

层面，贝因美选择下沉，实施“天

在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中，贝因

全、配方研究、生产研发以及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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