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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食品价格虚高遭遇监管缺位

观察

雀巢收购惠氏
引发乳业洗牌
本报记者 闻笛

近期，一则重磅消息传来，雀巢以 118.5亿美元收购辉瑞
旗下的婴儿营养品业务惠氏奶粉已经获得中国监管机构的批

准。11月 6日，雀巢中国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企业报·中国食
品报道》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这也意味着今年 4月宣布的这
一消息距离完成交易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尽管此次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仅仅是为雀巢联手惠氏拉

开了序幕，但已经有专业人士指出，这起收购将大大加强雀巢

在中国婴幼儿食品市场上的地位。交易的成功意味着近年来

在华售价居高不下的“洋奶粉”市场更为集中，雀巢的“能恩”、

“力多精”奶粉和惠氏的“健儿乐”、“启赋”奶粉突然从往日的

竞争对手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战友。

雀巢巩固领先位置

公开资料显示，惠氏于 2009年被国际巨头辉瑞公司以
680亿美元收购。

2011年 7月份开始，辉瑞公司传出要剥离惠氏奶粉业务
以将重点放在核心的制药业务，至此，这块“肥肉”吸引了众多

乳业大鳄的目光。包括多美滋、美赞臣和法国达能都曾是潜在

竞标方，而中国的蒙牛乳业也被传计划将惠氏奶粉收入囊中。

但几番抬价后，仅达能和雀巢坚持到了争夺战的最后回合，而

雀巢最终以高出对手近 10亿美元的出价胜出。此次收购获得
中国监管机构批准，标志着雀巢“亚太战略”向前推进。

据统计，目前在全球市场，雀巢婴幼儿奶粉市场份额为

19.3%，美赞臣和达能分列二、三位，分别为 16.4%和 13.5%，
惠氏占比 5.6%。因此，雀巢拿下惠氏将进一步巩固现有的大
佬地位，拉开与美赞臣、达能的差距。据悉，在收购后雀巢在澳

大利亚、墨西哥等市场份额将超过六成。

“雀巢将成为中国第一大奶粉商。”日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奶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惠氏营养品希望和雀巢在华“强强联

合”，内部已经建立起了一支“整合团队”统筹两者工作。

记者从最新的 AC尼尔森统计数据中发现，透过近期在
华大促销等做法，惠氏奶粉获得了高达 12%的份额，而雀巢的
份额也逼近 5%，两者相加高达 17%。如果按照更早前惠氏给
本报的数字（IMS），两者在华份额分别达 13.2%和 3.7%，已经
超过达能旗下多美滋的 12.6%、美赞臣的 12%和雅培的 9%。

近几年，中国内地婴幼儿食品市场可谓“钱景”光明，婴幼

儿奶粉的年消费额平均增速高达 20%左右。在此背景下，2011
年成为雀巢在中国丰收的一年，其中国内地市场销售额比

2010年增长 78%。

国内厂商竞争将加剧

关于雀巢收购对国内奶粉市场带来的影响，中国科技产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析员冯超群博士告诉《中国企业报·中

国食品报道》记者，目前中国婴幼儿乳粉市场份额比为，多美

滋 12.6%、美赞臣 12%、雅培 9%，雀巢通过收购惠氏后其市场
份额将达到 16.9%。而国产品牌中伊利、贝因美、雅士利的市
场份额分别约为 13%、10%和 8.7%。
“雀巢对辉瑞婴儿营养品业务的收购将直接改变国内婴幼

儿奶粉的市场格局，并且会加剧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的竞争程

度，未来诸多品牌的市场份额战不可避免。”冯超群补充道。

另据《证券日报》报道，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梁铭宣

表示，雀巢自身的奶粉定位中高端，市场集中在二三线城市，

惠氏奶粉定位高端，市场集中在一线城市。雀巢收购惠氏后，

直接受到影响的是国内中高端奶粉厂商，因为雀巢或许会通

过未来的协同效应谋取更多的中国市场份额。

洋奶粉价格上涨引发担忧

当然，对于此次交易，普通消费者关心的是“洋奶粉”的价

格会不会再次上涨。“今年雀巢奶粉已经涨过几次价了，受够

了，可别带着惠氏一起涨价。”惠氏奶粉的消费者陈小姐有些

担忧。

近年来，洋奶粉多次涨价，导致洋奶粉的单价要比国产奶

粉单价平均高出 100元左右。洋奶粉的单价平均高达 250元，
而国产奶粉则在 120元至 150元之间，一般不超过 150元。从
去年以来，洋奶粉不仅涨价幅度增大，涨价频率也在增加，其

中雀巢、惠氏成为涨价的急先锋。

分析洋奶粉屡屡涨价的原因，主要是在三聚氰胺事件发

生之后，消费者对国产奶的信任危机没有消除，对洋品牌奶粉

盲目崇拜；此外，洋品牌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70%，主导了高端
奶粉市场，拥有了行业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形成了近似“集体

垄断”的局面。

从国际上的并购经验来看，行业集中度提升可能出现企

业间合谋涨价的可能，此次雀巢收购惠氏也加大了其在洋奶

粉市场的主导地位，削减了洋品牌之间的竞争，使得洋奶粉涨

价更加容易，这无疑需要国内相关监管部门提高警惕。

对此，乳业专家王丁棉表示，雀巢收购惠氏，两者日后难

免会出现价格协同。目前除了有关部门“约谈”外，暂时未见到

其他有效的制约“洋奶粉”提价的方法。

对于此次收购案将对中国乳业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行

业带来的冲击以及民族乳企的对策，蒙牛集团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是广大的、多层次的，对于众多洋

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蒙牛对中国本土企业的长远竞争力，还是

很有信心的。竞争是好事，只有充分竞争，同时国家的监管体

系发挥更大的力度，才能给本土的大食品企业留出更大的发

展整合空间。相信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外乳制品品牌之间

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也会越来越多元化。

该负责人同时还指出，13亿中国人的饮奶问题最终还是
需要中国自己的乳制品企业解决。与此同时，确保属于中国自

己的、能够生产出高品质产品、拥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乳品企

业，也是保障中国人自己的安全乳制品供应的迫切需要和实

际需求。

一边是洋奶粉频频爆出质量问

题，另一边是国产奶粉质量越来越

好，但是消费者却并不买账，中国的

奶粉行业似乎陷入了走不出的怪圈。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信息，

1—9月，其检出的问题洋奶粉总量约
140吨，其中一半为婴幼儿奶粉。近
日，国家质检总局在官网上公布最新

一批进口不合格食品名单，全国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此次共检出质量安

全项目不合格的进口食品 169 批、化
妆品 7 批，不合格食品涉及乳制品
类、糕点饼干类和饮料类，微生物、品

质和食品添加剂是不合格原因。目前

这些不合格批次食品都已作退货、销

毁或改作他用处理，未在国内市场销

售，保证了中国消费者的安全。

此次抽检中，有超过 23 吨的洋
奶粉因查出各种问题被禁止入境。其

中，迈高乳业（青岛）有限公司从澳大

利亚进口的 19.8144吨金装婴儿配方
奶粉，泛酸不符合国内标准。来自新

西兰的 2.9538 吨金装“贝婴嘉”初生
婴儿配方奶粉（900g），碘含量不符合
国家标注要求，均被退货。而北京澳

纽之窗商贸有限公司从新西兰进口

的 0.01 吨咔哇熊婴儿配方奶粉 1 阶
段，胆碱也不符合标准被销毁。而马来

西亚的“冠军”牌全脂奶粉 6.3吨，则是
亚硝酸钠超标。专家认为，国内对“洋

奶粉”的需求不断推高进口总量，让不

合格产品随之增多。 其实，很多洋奶

粉在当地并不知名，但在国产奶粉质

量仍有待提升的现实下，消费者对洋

奶粉的需求短时间内不会降低。

目前，国人对“洋奶粉”的热度依

然居高不下。以进口食品为特色的 1
号店产品总监赵家钰介绍，进口食品

上线后，进口牛奶增长格外突出，销

量已经由原先的每月 1 个集装箱增

加到每天 3个集装箱。与中国消费者
对洋奶粉不断增加的需求相对应的

是，洋奶粉出现不合格的情况也有所

提升。在 2月，被退货的不合格进口
婴幼儿奶粉为 0.81吨，到了 5月，已
经 变 成 了 9.36 吨 ，7、8 月 分 别 为
24.759吨、31.476吨。

尽管如此，在各大超市的奶粉专

柜，洋品牌奶粉的销量依然不减。在

沃尔玛宣武门店，据导购介绍，进口

品牌要远远比国产奶粉卖得更好。

但与此现象成强烈反差的是，中

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近日公布的“月月

抽检”计划 9月份结果。结果显示，所
检产品均符合国家标准，合格率百分

之百。本次抽检共抽查了 5省市，15
个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此外，本

次检验还对 15 个产品进行了总汞项
目的检测，其中有 15 个产品的总汞
含量为约0.005 mg/kg，所检产品无异
常。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继续委托

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作

为第三方检验机构，对北京、天津、河

北、山西、陕西等 5省市的超市、商
场、专卖店中销售的婴幼儿配方奶粉

随机采样，进行检验。

一面是洋奶粉频频爆出质量问

题而国产奶粉质量越来越好，另一面

却是消费者并不买账，在市场上依旧

是洋奶粉压着国产奶粉，究其原因，

就是真的被吓怕了。想要重建对国产

奶粉的信心现在看来绝非易事，更不

要说偶尔还会跳出来的食品安全事

件，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着消费者对

国产奶粉的信心。因此，在我们不断

呼吁消费者要理性消费的同时，更应

该通过多种手段从根本上恢复消费

者对国产奶粉的信心。更加重要的是

广大民族乳企，应该真正落实自己的

承诺，坚持把质量放在首位，只有这

样，才不会让今天的怪圈延续太久。

洋进国退：奶粉业质量与市场的反向怪圈
闻笛

记者调查

本报记者 闻笛

吃着瑞士饼干，喝着韩国饮

料……吃进口食品已经成为时下

的一种新时尚。

虽然看不懂包装上的洋文，价格

也比国产食品贵好几倍，但还是挡不

住这股“潮流”。这些口味新奇、包装

精美的进口食品不仅出现在大大小

小的超市里，在购物网站中也占据了

一片天地。记者注意到，年龄在 50岁
以下的人群，是进口食品的消费主力

军，占到消费总量的近七成。

然而，《中国企业报·中国食品报

道》记者调查发现，透过那些精美的

包装和那些看不懂的洋文，您就会发

现，进口食品恐怕也不能轻易“进

口”。

问题多 监管难

随着进口食品的热销，很多大型

超市也相继开设了进口商品专门货

架。北京一家大型超市进口食品柜台

的销售员告诉记者：“近年来进口食

品销售额增速近 50%，很多顾客一进
门就冲着进口食品去，不问价钱也不

问种类，根本不必我们推销。”在沃尔

玛、家乐福等大型超市里，记者都在

外文包装的进口商品上看到了明显

的中文标签，且食品名称、配料、原产

地、经销商等信息一应俱全。但由于

有些进口食品鲜有人问津，不仅外包

装看起来相当“沧桑”，保质期限也更

是已经临近。例如一款西班牙产饼干

的生产日期为 2011年 9月 26日，保
质期至 2012年 12月 26日。而另一
款咖啡饮料的保质期到 2012 年 11
月 26日，但是超市都没有给出任何
提示。事实上，对于“临界食品”，国家

有关部门曾明确提出：商家对即将到

保质期的食品应当集中陈列或向消

费者作出醒目提示。

而在购物网站上搜索“进口食

品”，相关结果多达 10余万。记者发
现，这些食品主要来自韩国、泰国、越

南、马来西亚和中国港澳台等地，销

量也十分惊人。其中，一种越南面包

干的月销量就达到 16000多件。而这
些进口食品的卖家对自己的产品都

可谓是信心满满，但当记者向其中一

位卖家索要进口食品卫生证书时，他

则表示自己只是“伙计”，并不知情。

而这样类似的对话也出现在记者和

另一位客服的在线咨询中。

据了解，由于本身开放的平台，

网络上销售的进口食品不仅准入门

槛低，监管方面也较为困难，对食品

类卖家缺乏统一的规定。

成本低 价格高

日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

济与贸易系主任肖慈方指出，德国进

口啤酒运到中国口岸成本价是 2元
一听，但它的售价在成都一家五星级

宾馆可以达到 60元一听。
据肖慈方介绍，层层流通与经销

环节是进口食品价格虚高的主要原

因。例如，上述德国品牌啤酒中国总

代理将进口成本为 2元一听的啤酒
以 8元至 10元的价格卖给国内经销
商，国内经销商再交予营销公司销

售，最后供给普通消费者或各大酒

店，一听啤酒的价格能够翻 30倍。
记者发现一听啤酒翻 30倍的现

象在进口食品行业可谓屡见不鲜，进

口食品行业在中国的利润率也让人

咋舌。一家进口食品中国代理商对记

者表示，目前进口食品的毛利润在国

内基本为 40%—60%不等，如一盒饼
干进货价如果在 5元，零售价基本为
8元—12元不等。而洋酒系列产品的
利润基本在 80%以上。

该代理商还表示：“事实上进口

食品基本跟国内一些食品的口味差

不多。”50%左右的利润还仅仅是零售
商通过食品进口代理商进货获得的

利润。

品牌多 标准杂

不少消费者相信“贵的就是好

的”、“洋品牌就是好”，不过，进口意

味着昂贵，却不一定意味着优质。事

实上，进口食品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

视。

记者从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的 9月进境不合格食品信息了解到，
从珠海进口的 10吨西梅干、花茶、酥
脆卷等食品检出添加剂超标，或发现

违禁物质，目前已全部退货或作销毁

处理。

据悉，该月度由珠海口岸入境，

而被检验检疫机构发现问题的进口

食品涉及珠海三家进口商，超过 10
吨。

包括斗门海源贸易公司进口美

国 LIBERTY GOLD FRUIT CO INC公
司的，LIGO牌去核西梅干，检出山梨
酸钾超标，0.752吨产品全部退货；该
公司进口斯里兰卡 UK Beverages
（Pvt）Ltd。公司的威士顿甜什莓味花
茶，发现稀土元素超标，涉及 1 千克
产品，已销毁。

另外，珠海益安贸易公司进口印

尼的希莉草莓卷心酥脆卷，发现违规

使用化学物质赤藓红，1.04吨产品全
部退货。香洲广沣食品商行由美国进

口的 4.9吨力高橙味汽水，检出苯甲
酸钠超标；其从美国进口的超过 3.3
吨力高葡萄味汽水，抽样发现苯甲酸

及其钠盐超标，同样被全部退货。

除此之外，记者还从该份榜单中

看到，北京盛世通信远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从美国进口的 0.204吨卡夫无糖
巧克力烘焙块因铜超标被销毁处理，

厦门皓益贸易有限公司从台湾佳格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进口的 1.635吨桂
格成长麦粉因为被检出阪崎肠杆菌

而退货。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营养与安全

专业赵江教授指出，近年来进口食品

总量在攀升，相对而言，进口食品安

全问题就会比较突出。国外食品标准

方面并非样样比中国严格，比如在细

菌总数控制和添加剂控制方面，国外

的标准明显不如中国严格，因此也容

易在这两方面检出问题。

渠道多 身份乱

一位多年从事食品流通和经营

的王先生告诉记者，进口食品也分

“行货”(经过代理商、区域经销商)和

“水货”(网购以及食品批发市场)，而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进口食品，除了这

两种以外，更有不少是“伪进口”———

实打实的正宗“国货”，却写上外文冒

充进口货。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和《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则》有关规定，进口预

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除标明名

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和

配料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

方式、保质期等内容以外，还应当载

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

进口商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联系

方式。因此，对于没有中文标识的食

品，消费者一定要仔细辨别，谨慎购

买。

另外，消费者在选购进口食品

时，最好选择正规大型超市以及比较

有信誉保障的电商，同时消费者还可

以向销售商索要出入境检验检疫部

门出具的进口食品卫生证书。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条规定，

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

中文说明书。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

应当符合该法以及中国其他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要求，注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

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预包装食品没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

书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

的，不得进口。因此，对于包装全是外

文，又没有中文标签的进口食品，来

源可能就存在问题了。

王先生还告诉记者，判断一件商

品是否进口，主要看原产地，原产地

是外国的，就可以称之为进口食品。

如果是在国内分装经销的，标签上也

应该有所体现。对于 CIQ 标识，目前
国家检验检疫机构除要求进口橄榄

油加贴 CIQ 标识外，其他进口食品不
再要求加贴 CIQ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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