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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令正在发酵。进入 2013年，在中央的八项规定、军队
的禁酒令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下，公款消费高端白酒的势头得

到了有效控制。《中国企业报·中国食品报道》记者近日在北京

市场走访时发现，一线高端白酒的价格，开始剧烈的松动，市

场上部分品牌高端白酒已经开始大幅降价，面对巨大的市场

压力，白酒厂商也对线上销售越来越重视。

价格松动风光不再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和曾经有酒不愁卖的态度相比，眼下

高端白酒专卖店的价格，明显亲民了很多，记者询问了飞天茅

台 53度的价格，尽管标价为 1580元，但是负责人告诉我们，
如果记者买的数量多，他可以给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优惠价。

稍稍一交谈，经销商给出的这一价格，和去年同期价格相比，

六瓶 53度的飞天茅台的售价，就减少了近 1000元。
不仅价格降低了，而且和去年相比，现在在大部分经销商

处，只要顾客付款，就可以提到现货。从花钱等酒喝，到降价卖

酒给你，短短一年，茅台的行情就出现了这样的逆转，可以说，

国家严格限制“三公”消费，首先是给虚高的高端白酒市场带

来了积极的影响，价格的回归，让白酒经销商们第一次感到了

市场调控的威力。

与此同时，14家白酒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和一季报也显
示出高端白酒的增长颓势，在 5家企业一季度出现负增长的
同时，众酒企预收账款下降也成为关键词。此外，白酒厂方和

经销商库存积压，高端白酒价格持续走低———作为高端白酒

风向标的 53 度飞天茅台酒的零售价已从 2011 年春节的
2300元/瓶一路跌至目前的 800元/瓶。白酒大佬们的表现，说
明中国白酒行业正在经历严酷的“寒冬”。

白酒营销专家苗春表示，在刚过去的白酒黄金十年，酒企

尤其是一线酒企往往以“压货营销”的方式，通过预收账款获

得大量现金流，预收账款还被视为酒企调节利润的“蓄水池”。

而如今，变成了同意经销商先赊账再付款。“这一变化折射出

酒企与经销商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改变”。

联姻电商酒企“网战”

白酒行业寒冬到来已毋庸置疑，不少酒企正努力寻求解

困路径，正在蓬勃发展的电商成为酒企拓展营销、消化库存的

重要选择。有消息反映，茅台、郎酒、珍酒、汾酒等诸多知名酒

企纷纷一改往日的“谈电色变”，纷纷寻求与电商的合作，更有

甚者，以茅台为首的几个品牌还开起了网上商城。购酒网 CEO
赵小伟日前表示，目前已有数百家酒企与他们签订了合作协

议，其中不乏茅台、五粮液等一线品牌。

连日来，在网上愈演愈烈的“酒商价格战”似乎也能反映

出酒企对电商这一昔日“眼中钉”态度的变化。进入五月传统

淡季以来，不少酒类电商都开始在网上开展大促活动，降价、

送券、套装、抽奖等各种促销手段环环相套，使得名酒价格也

一再创出历史新低。记者在购酒网看到，53度飞天茅台不算
送券，甚至低至 900元以内，在各大酒类垂直电商中以最低价
“拔得头筹”，这在以前肯定立即要被厂家叫停，而赵小伟告诉

记者，他们的价格是“经厂家确认过的，活动中不会提价”。

白酒营销专家肖竹青认为，对比线下经销商的困局和整

个行业的惨淡，酒类的电子商务或将有效扭转这种困局。电商

观察员鲁振旺认为，与线下趋势相反，线上酒类销售前景值得

看好，“目前酒类电商仅占整个酒类市场的 3—4个点，未来 3
到 4年有望升至 7—8个点”。他还预计，线上高端酒的发展会
更好。

这一判断从记者查到的一份淘宝（淘宝+天猫）白酒品牌
近半年销售数据中可以得到证实。数据显示，从 2012年 10月
到现在，除了去年 12月和今年 2月，淘宝的白酒品牌均比上
月有所提高。其中，平均涨幅最大的两个品牌正是茅台和五粮

液。

酒类垂直电商的销量也突飞猛进。购酒网 CEO赵小伟透
露，今年公司每日发货单数是去年同期的 4倍，尤其自 5月大
促销活动以来，订单量以每天 5倍的速度激增。据介绍，购酒
网为白酒品类数全国第一的酒类电商，其高端酒约占总品类

的 30%，高端酒销量占总销量的 40%。
鲁振旺认为，电子商务是零售行业的大势所趋。近两年电

子商务一直在飞速发展，电商消费群体数量正在急速攀升，酒

类电商自然同样能被带动；电商跳过多级经销商直接面向个

体消费群体，保证了其能以远低于市面的价格销售还能营利；

同时，酒类电商不存在线下“三公”类的渠道弊端，保证了线上

稳定的购买量，这些都是电子商务所特有的优势。“以电商来

作为传统酒业转型的起点，投入少、见效快。”

据易观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 2012年，我国酒类网购交
易 B2C市场规模从 6亿元飙升到了 37亿元，预计 2014年这
一数据将达到 130亿元。鲁振旺一再表示，面对不断做大的市
场蛋糕，酒类电子商务有众多优势和被众人看好的前景，或许

能成为陷于“寒冬”中的传统酒业走出困局的首选路径。

本报记者 张博

本报记者 闻笛

镉米报警：
从田间到餐桌破绽百出

随着“镉米”事件持续发酵，事件

波范围继续扩散，湖南、江西、广东等

地的原料大米均被抽检出重金属镉

超标。据了解，继广州市食药监局抽

检查出来自湖南攸县、衡东县的大米

镉超标之后，广东顺德有关部门在生

产环节又发现三家公司生产的 3 批
次大米镉含量超标，原料来自于江西

和广东乐昌。

记者在对部分粮食经销商的采

访时了解到，从大米产区到销区的收

购、仓储、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粮

食重金属检测缺失。如果此次不是销

区质检部门非常规的抽检，被查出的

“镉米”可能已经流向了餐桌。

收粮、仓储
源头检测缺失

21日，《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湖
南省株洲市攸县质监局，负责食品安

全的唐副局长表示，镉相关信息材料

已经上报到食安办，统一由食安办发

布。当地生产的大米究竟有没有抽检

“镉”？唐副局长回应称，“应该每年都

检”。他表示，抽检的情况显示，大部

分大米产品不超标，对于超标的产品

都进行了处理，如召回和停用。而对

于抽检的频率，他表示是“每年一次

定期检测”。他称，企业作为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人，应该负起批批检验的责

任。不过，国家标准的规定中，对于镉

并没有规定批批检验。

记者在一家知名大米企业的原

料检验报告单中，看到一份由中央储

备粮株洲直属库粮油质量检验中心

提供的粮食收购结算凭证，上面的检

测项目包括出糙率、水分、杂质、不完

善粒、虫害密度等，但并未涉及重金

属指标。

加工、流通
监管依靠“自觉”

该企业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说，

企业没有检测重金属的能力。不久

前，按照株洲市技术质量监督局的要

求，该企业才送检了一批大米进行重

金属检测。这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说，米厂首先是从农民手中收粮，然

后去除杂脱壳，碾米抛光，最后经过

筛选色选之后包装，包装好之后就可

以上车，路上没有任何抽检。“印象中

从来没有听说谁因为吃了大米中毒

的，所以长久以来就没有形成检测重

金属的意识”。

而外地大米进入市场后，除了工

商部门和食药监管部门抽检外，批发

市场和商家通常不会再进行检测，而

只是在索证索票上把关，但供应商提

供的自检报告中往往没有“镉”指标。

一位从事粮油批发的林先生告

诉记者，市场要求商家进大米的时

候，必须向对方索取营业执照、每批

大米的检验合格证后方可在广州销

售。林先生还告诉记者，像重金属镉

的检测，一般只有质监系统可以做，

市场方无法自行检测。外地米是否合

格，只能凭借当地出示的合格证说

明，但往往重金属并没有纳入检测指

标。

“鱼米之乡”
还是“有色金属之乡”？

对于大米中镉的来源，湖南省农

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站长尹丽辉认

为，镉超标和产地、重金属污染有着

直接的关系。尹丽辉表示，因为湖南

本身是鱼米之乡，也是农业大省，另

外湖南也是有色金属之乡，这两个东

西合并在一起，就形成了湖南农业产

地的背景。有色金属的开发带来了污

染，特别是湘江流域这一带，这也是

一个现实。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

究员吴永宁对记者说，湖南的大米

镉超标严重，主要是来自于渠道性

的污染，比如采矿、冶炼造成的环境

污染，导致这些污染物长期存在于

环境中。

据了解，早在 2007年，南京农业
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

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

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
和华北)的县级以上市场中，随机采
购大米样品 91个，结果表明：10%左
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研究还表明，

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

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最为严

重。

潘根兴表示，大米镉超标的关

键在环境污染，取决于两个因素：土

壤和品种。比如说，受污染严重的酸

性土壤如果种植超级杂交稻，就会

比常规稻更容易吸收金属镉。

今年 3 月，在湖南长沙举行的
全国绿色食品工作座谈会上，农业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有关负责

人也曾表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时有发生，主要是农药残留、非法添

加以及生物毒素、重金属污染。

事实上，粮食重金属检测在技术

上并非难事。在不久前召开的北京食

品安全高峰论坛上，有关专家和企业

人士告诉记者，重金属检测技术非常

成熟，上午送检，下午就可以出来结

果。

“关键是政府部门和企业是否

愿意投入力量进行检测。”江苏省某

农产品质量与环境监测站负责人介

绍说，当地已经将重金属列入常规

检测项目，对农田、市场和仓库三个

环节的农产品进行抽检，而且是强

制性的。

国标根据
国人饮食结构而定

据记者了解，即将于 6 月 1 日
实施的我国国家标准 GB2762-201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规定，大米中镉

的含量不得超过 0.2 毫克/公斤，这
与欧盟的标准是一致的；而日本和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则规定

大米中镉的含量不得超过 0.4 毫克/
公斤。

相比日本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的 0.4 毫克，我国标准更严格一
些。那么是不是镉限量在 0.2毫克/公
斤范围之内就算安全？对此，吴永宁

表示，各国标准规定的食品污染物种

类、食品类别和限量值可能存在一定

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不代表孰优孰

劣，与很多公众的印象相反，中国许

多重点领域的有些标准是严于国际

标准的。

标准不一致是由于饮食结构不

一样，大米是我国居民膳食镉的主要

来源，因此为了更有针对性地保护我

国居民健康，才把大米镉含量的标准

制定得更为严格。

吴永宁告诉记者，如果我们日常

吃的大米中镉含量的水平普遍在

0.05毫克/公斤，那么偶尔吃一次含
量 0.4 毫克/公斤的大米不会对健康
产生很大影响。但如果一个地区的人

长期吃镉含量为 0.2 毫克/公斤的大
米就要对其进行健康风险监护。

蒙牛牵手达能 酸奶市场格局突变

5月 20日，法国达能闪电宣布入
股蒙牛，并将酸奶业务和蒙牛合并。

当日，蒙牛乳业连发两条公告：公司

大股东中粮集团与达能签署协议，双

方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中粮向合资公

司转让约 8.3%的蒙牛股份；蒙牛与达
能签署框架协议，双方将组建合资公

司专项从事酸奶生产及销售业务。消

息一经公开，在港上市的蒙牛股票大

涨 10.4%，报收 27.05港元。

加快国际化
中粮引达能携手蒙牛

针对此次蒙牛牵手达能，中粮集

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希望以乳制品

业务的合作为起点，未来进一步发挥

双方在市场、渠道、产品、管理上的各

自优势。5月 21日，蒙牛总裁孙伊萍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公

司能引入酸奶世界第一的合资伙伴，

这对中国乳业是好事。蒙牛看中了达

能的技术和产品，达能则看中了蒙牛

的团队。日后，酸奶合资公司将由达

能派人负责质量体系，并帮蒙牛研

发，未来的品牌不完全是达能的，而

是属于合资公司和蒙牛的。她说，目

前的市场环境比 2012 年爱氏晨曦
22亿元入股蒙牛时更好，而在爱氏
晨曦入股后，蒙牛已经建立和国外公

司合作的文化和氛围。

对于双方的这次合作，乳业专家

王丁棉称：“对乳制品业务陌生的中

粮系尽快重塑蒙牛的良好形象，最直

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全球外部资

源。与达能牵手，相信能给蒙牛的酸

奶业务带来完善和提升”。

这些年，酸奶产品已经成为乳制

品中的增长点，而在这方面，达能在

华南市场做得不错，而蒙牛在这个市

场偏弱，蒙牛未来就可以把达能在华

南的既有资源整合进去，这也有助于

分散经营风险，而且蒙牛将形成高中

低产品架构，从而提高盈利能力以及

资本市场的表现。

此前，光明乳业发布 2013 年一
季报，该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34.19 亿元，同比增长 12.73%，实现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的 净 利 润 为

4923.29 万元，同比增长 52.03%，其
中主要就是其高端产品常温酸奶莫

斯利安的驱动，而且据光明内部人

士透露，还将加大对华南市场尤其

是广东市场的开拓。《中国企业报·

中国食品报道》记者了解到，达能中

国的酸奶业务将与蒙牛酸奶合并

后，两者目前总的市场占有率为

21%左右，将超过光明，坐稳中国酸
奶行业第一把交椅。而蒙牛也将在

不久后推出其高端常温酸奶产品，

酸奶行业占有率最高的两大巨头又

将展开一场鏖战。

取长补短
蒙牛达能实现共赢

过去几年，达能相继和娃哈哈、乐

百氏、光明乳业、汇源果汁等多家食品

饮料企业“离婚”。时至今日这些曾经

的合作伙伴仍依靠从达能处获取的技

术和管理经验和它在一线鏖战。

据了解，在与光明分手后，达能决

定在中国独自拓展市场。2008年，达能
收购了河北妙士，并花巨资改造北京

工厂；2009年，达能又在上海建立了酸
奶加工厂。“北京工厂加工的酸奶，要

通过冷链长途运输到广东等地。无论

从时间成本还是运费角度看，都受到

极大的限制。”王丁棉告诉记者，与达

能分手后，光明自主研发出“畅优”等众

多酸奶品牌，在广东市场，广东光明与

达能展开了长时间、大幅度的市场竞

争，双方甚至到了只要市场不要利润

的地步，最终两败俱伤。直到 2012年，
达能实在是力不从心，减少了促销力

度，广东光明也于去年才扭亏为盈。

“对于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达

能单干不仅成本高，又遭遇中国地方

品牌的强有力反击，而且市场营销和

拓展明显水土不服，所以只能再回

头，寻求与本土企业的合作，不只是

产品合作，更重要的是资本投资。”中

国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冯超

群分析员坦言，近些年，达能在中国

单独开展的酸奶业务一直不温不火，

在华北、华东的市场出现萎缩，甚至

还在去年关闭了上海的工厂，目前达

能酸奶的市场主要偏安在华南。有数

据显示，达能在中国酸奶市场的占有

率不到 2%，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光明占 20%，蒙牛占 19%。
对于达能来说，相比于欧洲等地的

需求疲软，目前中国对于乳制品需求则

是持续高速增长，根据 E urom onitor In原
ternational的数据，去年中国的酸奶总
销售增长了 17%，达到 456亿元人民
币，因此不惜花费重金及向中方提供技

术。对于与中粮和蒙牛的合作，达能的投

入约为 26亿元人民币，根据市场调查
机构 Eurom onitor International的预测，
这次合作将在 2015年使达能酸奶的销
量增加 57%，达到 716亿元人民币。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研究

员宋亮认为，“这几年达能中国的酸

奶业务萎缩严重，使其意识到，单靠

自己的力量实在是搞不起来，因此急

于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在中国，理想

的合作对象并不太多，蒙牛是其中之

一，达能可以利用蒙牛的渠道快速地

开拓酸奶市场。蒙牛现在处于转型阶

段，需要强有力的支持，除了背靠中

粮以外，蒙牛和爱氏晨曦以及达能这

种国际巨头合作，能够实现国际化，

提升国际知名度，而且中粮也需要蒙

牛通过国际化来实现转型以及提升

盈利能力。”

本报记者 张博

颓势尽显
高端白酒联姻电商

白酒行业寒冬到来已毋庸置

疑，不少酒企正努力寻求解困路径，

正在蓬勃发展的电商成为酒企拓展

营销、消化库存的重要选择。

“

镉米敲响监管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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