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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中国 20
多年的时间里，
雀巢一直处于
悄无声息的发
展中，但查阅历
史，会发现其早
已经并购数家
国内企业，业务
领域也已经渗
透到众多行业
当中。

CNS供图

本报记者 原金/文
雀巢，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达能

中国式扩张”的翻版？
近期以来，雀巢收购知名民族

食品品牌徐福记的消息引起广泛关
注，雀巢以 21 亿新元（约合 110 亿
元人民币）的代价，获得了徐福记
60%的股份。由此，雀巢将成为徐福
记单独大股东，全面控制徐福记的
生产和市场。

在此之前的 4月份，雀巢就已
经传出消息，要收购国内饮料行业
品牌银鹭集团，将其旗下银鹭八宝
粥、花生牛奶复合蛋白饮料等产品
收入麾下，意图进军国内蛋白饮料
和罐头行业。

雀巢连续的并购扩张不足为
奇。早在数年之前，雀巢就开始了自
己在中国的扩张之路，已将自身产
业覆盖到食品业各个分支领域。

悄无声息扩张路

雀巢可以说是较早进入中国的
外商之一，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初就
开始跟中国政府洽谈投资建厂事
宜。如果从 1990年雀巢在中国大陆
建立的第一家合资厂开始算起，至
今也有 20多年的历史了。

在进入中国 20多年的时间里，
雀巢一直处于悄无声息的发展中，
但查阅历史，会发现其早已经并购
数家国内企业，业务领域也已经渗
透到众多行业当中。
从 1998 年收购上海太太乐开

始，雀巢迈出了在中国市场扩充实
力的步伐。1998年，雀巢与上海太太
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收购太太乐
80%的股权。在之后的 2001 年，雀
巢又与同为鸡精生产厂家的四川豪
吉食品有限公司组建合营公司，其
中雀巢占有 60%的股份。这样，雀巢
顺利收购中国两大鸡精生产厂家，
在这一领域占得先机。

1999年，雀巢又收购广州冷冻
食品公司 97%的股权，从而占有该
公司旗下的广州五羊品牌，将这一
在中国岭南地区享有较高知名度的
雪糕冰激凌品牌纳入麾下。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雀巢公
司连续在食品调料行业和冰激凌行
业发力，扩充自身优势领域，增加市

场占有率。然后较长一段时期内，雀
巢显得有些疲软，没有继续扩充在
中国的地盘。

2010年，沉寂多时的雀巢再度
发力，收购云南矿泉水第一品牌云
南大山 70%股权，传言这次收购价
为 7000万元。
今年，雀巢连续做出重大收购

决定，半年内分别与银鹭和徐福记
签署合作协议，分别收购国内最大
八宝粥和花生牛奶生产商银鹭 60%
的股权和连续 13 年国内糖果市场
排名第一的徐福记 60%的股权。

面对雀巢连续收购的重磅新
闻，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
然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分析指出，新兴市场的耕耘和发展
在跨国企业未来的发展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中国市场巨大的发展
潜力和庞大的消费群体更是吸引了
包括雀巢等在内的一批跨国公司纷
纷进入。
这一点也得到雀巢公司公关经

理何彤的认可，她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表示，雀巢收购这两家公司，是

出于对中国市场的认可，看中的是
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另外一点就
是这一系列并购可以作为对雀巢自
身的产品做一些补充。

在雀巢进入中国市场近 30 年
的时间里，雀巢公司虽然获得了巨
大的发展，但与其他跨国企业相比
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周思然表示，
此次短时间内收购银鹭和徐福记，
一方面表明其开拓新兴市场的步伐
正在加速，另一方面也表明雀巢对
蛋白饮料及糖果市场未来发展前景
的乐观估计。

全领域出击

纵观雀巢集团的业务范围，包
括咖啡、营养品、饮料、奶制品、巧克
力、糖果、冰激凌、瓶装水等，在这些
领域中，雀巢已经在多个行业当中
开始了扩充。

2001年初，当雀巢正式收购四
川豪吉鸡精时，就意味着它已经对
国内鸡精业排名前两位的公司拥有
了绝对控制权，据悉，当年这两家公

司占有中国鸡精业 80%左右的市场
份额，再加上雀巢本身就拥有的美
极鸡精，雀巢几乎独霸中国鸡精行
业。

在冰激凌行业，雀巢本身就是
国际品牌，定位高端，雀巢收购广州
五羊之后，定位于中端的五洋品牌，
充实了雀巢在这一行业的竞争力，
借用五羊在广东甚至华南地区的早
已经拥有的市场基础，雀巢将会拥
有更多的消费者。在占据着全国近
1/4的市场份额的广东，雀巢当年凭
借这一举措来占领当地的中高端冰
激凌市场，可谓是一招妙棋。

雀巢公司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
瓶装水公司，在 130多个国家出售
70多个品牌的瓶装水，但在中国的
瓶装水市场，多年来未打开局面，雀
巢中国从 1997年开始从事瓶装水
业务，如今在天津和上海分别有一
个工厂，但仅在北京和上海等少数
城市拥有一定市场。雀巢与云南大
山合作，不仅可以帮助雀巢解决在
中国内地的水源之忧，而且可以利
用大山的渠道优势辐射云南及周边

市场。
至于银鹭和徐福记的并购，更

是彰显了雀巢扩张蛋白饮料市场和
糖果市场的决心。目前，雀巢已经全
面介入中国市场，其产品涉及咖啡
制品、调味品、奶制品、冰激凌、饮料
及早餐谷物等各个领域。

周思然认为，雀巢进入中国，同
时面临着跨国品牌的正面竞争和本
土品牌的快速追赶，为应对严峻的
竞争态势布局中国市场，雀巢通过
收购、参股、合资等方式不断加大拓
展力度，利用本土品牌快速进入市
场垄断期，发掘并开拓了一个又一
个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市场。

中国食品商务研究院研究员朱
丹蓬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雀巢在中国的营业额与其世
界第一食品公司的地位不匹配，雀
巢看到了中国崛起后国内需求量的
激增及巨大的市场容量后，肯定会
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力度，再加上目
前雀巢在新兴市场的份额已落后于
联合利华等对手，这使得雀巢急于
通过收购来扩大市场份额。

根据雀巢首席执行官保罗·巴
尔克的计划，新兴市场对该公司总
体营业收入的贡献率在 2020 年之
前要达到 45%，而目前这一比例约
为 33%。收购新兴市场优秀品牌对
雀巢来说无疑是一条捷径。

并购放行存在疑问

雀巢公司在 4月份和 7月份先
后与银鹭和徐福记达成收购协议。
何彤表示，目前这两个并购案都在
商务部的审核中，结果何时能够公
布暂时不得而知。

然而，短时间内连续的并购，是
否能顺利通过商务部的审核，不禁
让人联想到之前众多外资在国内的
并购案例，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就是
由于没有通过商务部的审核而不得
不以失败告终。

周思然表示，目前来看，雀巢收
购徐福记 60%股权成功审批的难度
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徐福记在糖果
市场的领先地位所致。一旦雀巢收
购徐福记成功，则将改变我国糖果
市场格局，再加上两者体量巨大，收
购涉及的规模和资金也较大，受到
的阻碍将非常大。

她同时表示，雀巢收购银鹭食
品 60%股权并未透露收购价格，但
相对而言，银鹭食品的影响范围相
对较小，若收购成功，对整个蛋白饮
料和八宝粥市场造成的震撼较小，
相对而言收购银鹭的审批难度或将
较小。

外商在华并购案，不可避免地
被牵扯上民族品牌问题，之前很多
案例就是在舆论的压力下，显得外
资收购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朱丹蓬表示，“凡事都有利和
弊，我个人认为外商在华投资，现阶
段（10年内）对我国的行业发展只会
有利，弊不会太多！因为中国的食品
产业现阶段还处于产业发展的初级
阶段。规模小，品牌弱，实力差，秩序
乱，缺良心是整体的表现。如通过外
商在华投资可以提升产业低端化、
市场操作低价化、产品质量低标化
的现状。”对于民族品牌的问题，朱
丹蓬更是持乐观态度，他表示关键
在于度的控制。

外商资产膨胀

雀巢今年在中国业务发展迅
猛，让人不得不对其下一步动作产
生猜测。近日传出消息，全球制药巨
头辉瑞公司欲决定剥离其奶粉业
务，这就意味着 2009年刚刚被辉瑞
以 680亿美元的天价并购的惠氏奶
粉，面临出售的命运。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 2010 年 6
月份统计数据显示，达能旗下的多
美滋奶粉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为
16.76%，而相比之下，雀巢奶粉的占
有率仅为 10.58%。

这也就难怪坊间传闻，雀巢可
能会接手惠氏奶粉，这对其提高市
场占有率是相当重要的，而达能同
样也有接手的可能性。

面对传闻，雀巢公司相关负责
人对媒体表态，“暂时没有洽购意
向，不便发表评论。”当《中国企业
报》记者再次联系到雀巢公关部相
关人员进行询问时，也得到类似答
复。

由于消费者对国内奶粉企业集
团的消费信心一时还难以提振，国
外集团收购惠氏的可能性更大。果
真这样的话，外资品牌在国内奶粉
市场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国产
奶粉的市场份额可能被进一步挤
压。

周思然这样告诉记者，外商在
华投资一方面为我国企业带来了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提升了
行业整体实力，推动行业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也给我国企业带来了沉重
的竞争压力，在日益压缩的生存空
间中，一些中小企业不得不选择退
出抑或被淘汰，行业集中度提高。

伴随着外资在国内的迅猛发
展，雀巢仅仅是一个缩影而言，携资
本和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会介入国
内越来越多的领域。

雀巢悄然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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