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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咖啡馆数量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增速也逐
渐提升，2012 年，我国咖啡馆零售规模实现 538.4 亿元，连锁
咖啡馆零售规模超过 147亿元。调查表明，咖啡加盟行业正以
25%的速度增长。 预计到 2018年年底，我国连锁咖啡馆数量
有望达到 1.06万家左右，而这还不包括生存在城市角落里的
创意咖啡馆们。

国际品牌逐战一线城市

7 月底, 星巴克公布第三财季净利润为 4.178 亿美元,比
2012 年同期增长 25.4%。 全球同店销售收入增长 8%,其中中
国及其他亚太地区同店销售收入增长 9%。 同时,针对星巴克
北京国贸店关店一事， 星巴克发布的官方声明中称:“星巴克
北京国贸一期门店搬迁至国贸三期 , 搬迁后的门店面积更
大。 ”声明还表示,其在中国的发展规划目前并没有任何改变,
到 2015 年将在中国运营 1500 家门店。

在星巴克垄断中国快速咖啡市场的同时， 也培育了一个
庞大的咖啡消费群体。近年来，星巴克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
战, 咖啡连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 相对价廉物美的麦当劳

“麦咖啡”近年就成为了星巴克最强劲的对手。 据麦咖啡的工
作人员表示，相对于同类产品，麦咖啡一直保持 15％—20％的
价格优势。 2010 年 1 月 29 日，麦当劳在华南区的第一家麦咖
啡店在深圳开业。 此时，星巴克在华门店已经超过 300 家。 但
短短 2 年间，麦咖啡的开业速度远超预期。截至 2012 年年底，
麦咖啡在全国 24 个城市的开店数量达到 516 家，而星巴克咖
啡在华门店达到这个数量级一共花了 11 年。 预计到 2013 年
底，全国麦咖啡的总数将超过 750 家。

而 2007 年才进入中国市场的 COSTA， 如今不仅成功地
摘掉了“星巴克第二”的帽子，也完成了一轮又一轮的跑马圈
地。 COSTA 的扩张速度近乎疯狂，1 年时间，完成了从 101 到
200 的飞跃，2012 年，COSTA 在华的第 200 家店落成。

财大气粗的咖啡馆似乎不扩张就对不起“连锁”一词的含
义。 2013 年 6 月才完成整个收购、正式归入华润万家旗下的
太平洋咖啡也毫不示弱。按计划，该公司年内将新增 120 家门
店， 但华润方面的远景计划是， 让中国内地的门店规模达到
1000 家。 而华润创业季报显示，2013 年一季度太平洋咖啡在
全国有直营店和加盟店合计 300 家,比 2012 年同期增长了逾
65%。

除了角逐一线城市的市场份额， 不少国际咖啡巨头也把
目光落在了二线城市，2012 年 11 月 18 日，被称为“意大利最
受欢迎咖啡品牌” 的 Lavazza 在广州珠江新城开出了在中国
市场的第 15 家咖啡店。同时，该品牌表示，他们已经启动了在
华大规模扩张计划。预计未来三年内，将在中国的一线和二线
城市开出 200 家新店。

创业咖啡叫好不叫座

百度地图搜索北京“咖啡店”，你可以看到小图钉几乎覆
盖了整个北京地图。无论是在商务的国贸、东直门，还是时尚、
潮流的后海、三里屯，你能找到任何一家属于你的调调的咖啡
馆。 但事实上，同那些生意火爆的特色餐馆相比，那些隐藏在
胡同、居民区内的创意咖啡店却人影稀疏。

“越是大公司，越有规模，议价能力也就越强，成本越低。”
一位单体咖啡店的老板告诉记者， 对于他们这种创业性质的
小咖啡馆，日益高企的经营成本是个不小的问题。“我们的业
态决定了不可能租太好的地方。”这位老板强调，在他看来，房
租是决定咖啡馆存亡的关键因素。 分析咖啡馆的经营成本便
不难看出，仅房租一项成本就往往接近 1/4 的营业额，这也被
咖啡行业视为生存红线。 而其他成本，例如除人工、食材以及
水电杂项以外， 营销成本对于位置没有那么优越的独立咖啡
馆来说特别容易忽视，但实际尤其重要。

因为在地段和品牌认知度方面的前天不足， 为了产品的
品质不输给那些洋品牌， 只能选择进口食材， 成本也因此上
升，为了弥补成本而涨价又会流失一部分顾客，从而降低咖啡
店营收。中国的本土咖啡馆们，似乎陷入了死循环。渐渐地，咖
啡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或者关门大吉，或者“开源节流”。

从一开始便因缺乏商业模式而先天不足，在国内近 50 家
大型创业咖啡馆中，盈利的不超过 10%，做到盈亏平衡的约
30%，60%处于现金流亏损状态。 在过去两年，转型或倒闭的
有四五家。

食尚国际创始人，原麦当劳、金汉斯高管王东生认为，原
想比起开连锁， 老老实实做好一家店至少不会赔钱。 但现实
是，投资者们已经将“星巴克们”树立的商业模式奉为经典，大
资金+开连锁=咖啡馆的成功。 即使短期内不赚钱，单店不盈
利，具备超强议价能力的团队和品牌效应的“大牌”还是能轻
松地掌控原材料的流入流出，以便实现上下游的延伸。 于是，
不差钱的金主前赴后继地把钱投向门槛低、 现金流好看以及
易形成圈子文化的咖啡馆， 这种盲目投资导致的是中国餐饮
业的平均寿命只有 2.5 至 3 年的现实。

（上接第一版）
据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

公司官网公告称，进口代理的该批次
产品共计 4.8吨， 相关产品的最终客
户为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大中华区发表声明称，“现
已确认： 根据恒天然公司提供的批
号， 相关的 4800 公斤原材料中 4775
公斤已立即被安全隔离， 其余 25 公
斤已用于生产个别批次的美汁源果
粒奶优。 目前我们正在追溯受影响产
品的生产和发货记录，并予以召回。 ”
对于涉事的美汁源果粒奶优的批次
和产量，截至记者发稿时，可口可乐
有关负责人只是表示，受影响的原料
仅用于今年 3 月 5 日生产一个批次
的果粒奶优菠萝口味的产品，该产品
仅售往有限的几个省份。

恒天然问题乳品
迟报四个月
据报道，被查出问题的乳清蛋白

粉是 2012 年 5 月生产的，而事实上，
早在今年 3 月就发现了潜在的质量
问题， 但为何拖到现在才主动曝光
呢？ 对此，恒天然集团新西兰奶制品
公司执行董事加里·罗马诺说， 这一
时间符合现代标准。他说：“我的理解
是，得出这一结果所作的科学检测使
用了现代技术标准。我们总想做事情
快一点，但现实是,根据现有技术，要
耗时那么长。”据恒天然公司透露，最
早是在今年3 月发现可能存在质量
问题。 当时，一批产品在杆菌检测中
呈阳性反应。 由于杆菌种类繁多，大
部分都无害，因此需进一步检测。 接
下来几个月， 产品样本经过严格检
测。 在 7 月 31 日，其中一个样本的
结果显示，可能含有肉毒杆菌。

我国著名乳业专家王丁棉指
出， 恒天然公司在风险控制方面存
在“懈怠”，坐失了将危险消灭于源
头的良机。 王丁棉质疑，“早在 3 月
发现产品有问题时为什么没有先扣
下相关产品？ 等有问题的产品流向
市场以后再来召回补救， 效果当然
不如一开始就控制住。 ” 王丁棉猜
测， 下月奶粉的又一轮高产期将开
始， 而这些上一轮的产品估计大部
分已销售完毕，“可能还会有一些库
存，但是很少。 ”而企业的召回可能
会变得无意义。

此外， 王丁棉认为此次信息公
布有两个滞后表现。 肉毒杆菌的排
查与检测需要时间， 但是发现苗头
时为何不能调换第二批货源进行销
售？“卖方如果应急能力强，为降低
风险就应该这么做。 ”另外，企业名

单并未在第一时间公布， 这可能是
出于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商业贸易规
则，但这可能会伤害其他奶粉品牌，
而且因规则忽视公众的利益没有道
理。“市民有了恐慌心理，可能会选
择不买任何品牌的奶粉， 但是公布
具体信息，就能知道哪些有问题。 ”

多重标准
导致质量问题频出
一招“拖”字诀，恒天然使得是

炉火纯青。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恒天
然第一次卷入到中国乳品质量事件
之中。 今年 1 月 24 日，新西兰初级
产业部宣布， 该国牛奶和奶粉中发
现存在低毒的化学物质双氰胺残留,
新西兰政府已经下令禁止含有双氰
胺的奶制品销售和出口。 同样是恒
天然公司， 同样是早在半年之前就
确认有部分奶粉产品被检出二聚氰
胺残留。 当时，恒天然公开宣布，所
有在中国出售的乳制品完全符合中
国食品安全标准， 并通过了中国监
管机构规定的检测； 恒天然向中国
出售的乳制品都不存在任何食品安
全风险或对人体、动物有害。 一些与
恒天然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中外乳品
企业也纷纷撇清关系。

早在 2008 年，席卷全国的“三
聚氰胺”事件的主角三鹿，正是恒天
然在华参股的唯一一家企业。 据记
者了解， 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
在庭审中供述， 外方恒天然参与了
多次错误决策， 包括曾经默认继续
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 此
外， 据原三鹿集团副总经理王玉良
供述，2008 年 8 月 13 日， 当三鹿决

定继续出厂销售三聚氰胺含量在 10
毫克/千克以下的库存产品，并调集
三聚氰胺含量在 20 毫克/千克左右
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
品时， 所参考的就是恒天然提供的
“欧盟标准”，该“标准”允许每千克
奶粉三聚氰胺含量不超过 20 毫克。
当时将恒天然列为共同被告的其中
一案的代理律师、 德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季成曾向媒体表示， 在他们看
来， 三鹿 8 月 1 日发现问题之后的
决策，都是经过恒天然同意，并且是
按照恒天然提供的欧盟标准来继续
生产和销售奶粉，然而没想到，这个
标准是有问题的，“由此， 恒天然应
该独立承担侵权的责任。 ”然而，遗
憾的是，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共同
出资 2 亿元建立了医疗赔偿基金的
22 家责任企业中却独不见三鹿外资
股东新西兰恒天然集团的身影。

2010 年 8 月 12 日，深陷“激素
门” 的圣元发布公开声明称， 圣元
目前一共拥有 3 个婴幼儿配方奶
粉系列，分别是名山、优聪和优博。
其中主要品牌优聪和优博系列目
前使用的全脂奶粉均来自恒天然。
恒天然称，新西兰对使用激素生长
促进剂（HGPs）喂养奶牛实行严格
的法律限制 ，这也意味着 ，新西兰
生产的牛奶或牛奶产品并不需要
定期接受质量检测。专家指出，如果
恒天然是在世界各地和国内收购奶
粉，然后采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
贴上恒天然的牌子又出口中国的话，
其中就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但是对
于恒天然在其他各地的牧场是否遵
守在新西兰的标准的疑问，恒天然直
至今日仍未给中国消费者一个答复。

中国涉事企业
能否要求赔偿
尽管如此， 从“三鹿到圣元”，从

“三聚氰胺到性激素再到肉毒杆菌”，
接连的打击似乎并不能撼动恒天然在
中国乳业市场的根基， 甚至对于接二
连三的安全事件，除了产品召回外，却
鲜有中国企业向他们的原料供应商索
赔的消息。专家陈伟表示，国内企业是
必然有向恒天然索赔的权利的， 如果
进行索赔或是诉讼， 是在中国境内还
是在新西兰， 还要看双方当时所签订
买卖合同的具体规定。

但是，这也仅仅是存在“可能性”
而已，因为凭借着对中国乃至全球乳
品原料的大规模出口，恒天然早已经
成为世界乳制品市场价格的“风向
标”。 而在中国，无论是三鹿，还是圣
元，都仅仅是恒天然为数众多的合作
伙伴之一。 数据显示，我国是新西兰
乳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我国 80%的
进口奶粉来自新西兰，而在进口奶粉
中一半来自于恒天然，基本上所有大
的乳制品企业都是它的客户。

业内人士表示， 这样的供应商，谁
也得罪不起。专门进行乳品进出口贸易
的王伟也向记者表示，除了巨大的供应
量和产品质量的稳定外，恒天然的销售
信用也是其在原料提供商中脱颖而出
的重要原因。 据业内说法，如果有厂家
或贸易商进口恒天然产品， 在蛋白质、
水分等某一项被检出不合格后，恒天然
会及时收回货品并安排重新发货。“所
有程序走下来只要 1个月左右，而一些
企业，特别是国内企业，一般要拖上 3
个月至 5个月，甚至半年。 ”

近日，媒体关于“麦当劳等餐厅
冰块比马桶水还脏”的新闻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 炎炎夏日，除了麦当劳等
洋快餐店，商场、路边的各式冷饮屋
以及餐馆、酒吧都是用冰大户。近日，
记者对北京市食用冰市场进行了调
查， 该市场总产值约为 5 亿—8 亿
元，但目前拥有正规资质的食用冰制
造企业只有 6 家，市场上超过 80%的
食用冰都是没有资质的工厂生产的
“黑冰”。而花费万元买台制冰机就可
以生产无质量保障的“黑冰”亟须纳
入监管。

用量高 监管难度大
在人潮涌动的南锣鼓巷，一家售

卖奶茶、饮料的小店生意红火，记者
问到他们冰块的来源时， 店主回答
说，“有人给我们送，都是买的。”但当
记者问到价格及厂家详细信息时，店
主没有再回答记者。而记者也确实发
现不时有人力三轮车在为各家小店
送冰， 送冰的小伙子说他只是送货
的，其他的不清楚。

记者调查了解到，路边的奶茶店
以及饮料店也有不少是自己购买小

型制冰机自制冰块。 按照国家标准，
生产食用冰的企业必须实行 QS 准
入制度。 而相关主管部门人员介绍，
获得国家 QS 认证的专业制冰厂很
少，八九成是达不到生产标准的小型
“野店”，跟正规企业争夺着市场占有
额。

由于利润巨大、 准入门槛又低，
目前北京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由身份
不明的制冰厂生产的食用冰块。北京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官网数据显示，目
前北京市拥有食用冰生产许可证的
企业只有 6 家，分别是北京寒山人制
冰厂、北京华冰制冰厂、北京清泉东
欣制冰有限公司、 北京凯博制冰厂、
北京宝罗熊袋装冰有限公司第一分
公司、和路雪（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
市质监局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
截至目前北京获得 QS 认证的食用
冰制冰企业只有上述 6 家，如果以后
有所变动，会在网站上予以公示。

门槛低 正规企业艰难
食用冰行业利润较高，制作冰块

的工艺也并不复杂。记者在网上联系
到一家售卖制冰机的店主，店主称只
要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和说明书操
作，很快就能学会，每台价格在万元

左右， 在夏季只要有固定的客户，拥
有三四台制冰设备的作坊式企业日
赚千元很轻松。 同时，这位店主也表
示， 由于制冰机零件等保养问题，厂
家建议至少每半个月消毒一次，而且
制冰用的水要用去除过杂质的水源。
“快餐店都会有一套净化水系统，所
以制出的冰块可以直接用。如果卫生
指标不合格，那一定是制冰机没有按
时消毒。 ”

但记者在百度搜索“北京食用
冰”发现，目前北京的食用冰生产企
业远远不止这 6 家。北京某正规制冰
厂负责人透露，抛开主要做冰淇淋的
和路雪,目前北京正规的食用冰生产
企业只有 5 家。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北京这 5 家有食用冰生产资质的
企业一个夏季的总产值在 1 亿元左
右，但如果加上“黑冰”，北京市夏季
食用冰流通市场总值在 5 亿—8 亿
元左右。 这意味着，近 80%的食用冰
市场缺口被未能取得 QS 认证的“黑
冰工厂”生产的冰块填补。

虽然市场巨大，但很多正规食用
冰制冰厂都挣不到钱。“正规制冰厂
目前主要针对大型零售和餐饮公司,
而非正规的企业主要面向小型的水
吧。 北京 5 家专业做食用冰的企业
中，曾经颇具规模的行业龙头企业已

经濒临倒闭，转让出去了。”上述业内
人士补充道。 有制冰企业员工感叹，
10 年前，食用冰行业的确是暴利，但
是目前正规制冰厂大多濒临破产。10
年前，5 公斤一包的冰块卖 10 元，10
年后，相同规格的冰块还是 10 元，但
制冰企业的生产成本、 运营成本、运
输成本都在增加。

据了解，食用冰制冰厂想要获得
QS 认证,需要满足建立化验室、聘用
有资质的检验员等一系列条件。北京
某质量认证代理企业工作人员透露，
满足规定条件后，企业至少需要花费
3 万—5 万元的认证费用， 才能在半
年到一年的时间内拿下资格认证。也
有北京某制冰企业员工称，如今的认
证费用已经需要 10 万元左右。 拿到
QS 认证后 , 制冰企业还需要严格执
行食用冰行业标准进行生产。

但“黑冰”企业似乎可以对这些
条条框框忽略不计。“那些企业只
要买个制冰机，接上自来水 ,插上电
就可以制冰了，生产成本和运作成
本相当低。 ”有着多年食用冰制冰
经验的业内人士坦言，正规的制冰
企业一包 5 公斤的冰低于 6 元出
售肯定赔钱，但“黑冰”一包成本不
超过 3 元，部分正规企业生存状态
艰难。

黑冰充斥八成市场 正规企业身影难寻
本报记者 张博

恒天然危机发酵 中国乳企能否索赔？
咖啡馆迎来开店潮
是虚火还是刚需？

本报记者 闻笛

调查

咖啡加盟行业正以 25%的速度增
长。 预计到 2018年年底，我国连锁咖啡
馆数量有望达到 1.06万家左右。除了角
逐一线城市的市场份额，不少国际咖啡
巨头也把目光落在了二线城市。

“

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