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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家 GDP 下行、 国际宏观经
济环境低迷、个性化产品缺乏等综合
因素的累积影响，2013 年中国饮料
产量增长率逐渐下滑，由 20%以上的
两位数增长一路下跌至 10%左右接
近个位数增长， 陡然结束了高速增
长。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一季度
食品饮料行业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891.54 亿元，同比增长 10.11%，较
2012 年同期无论是收入增速还是盈
利增速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有专家
指出，整体而言，中国食品饮料行业
一季度开局失利，而二季度受天气因
素影响是传统的消费淡季，预计食品
饮料行业各家公司上半年收入与净
利润增长仍将维持在低位。

新厂投产，
扎根中西部拉动区域发展
记者在市场上发现，虽然这个夏

天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康师傅等饮
料巨头的多个系列产品广泛采用加
量不加价的方式吸引消费者，但传统
软饮料的销量仍处胶着状态。即便进
入 6 月以来，饮料销售出现“井喷”，
比起 5 月份增长非常明显。但由于行
业竞争激烈，消费增长疲软以及产品
严重同质化等因素的影响，2013 年
上半年饮料行业整体市场表现仍不
乐观。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内主要工
业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数据显示，
2013 年 1—6 月份我国饮料制造业
（包含酒、饮料、精制茶）较 2012 年同
比增长 9.7%， 其中 6 月份生产软饮
料 1379.3 万吨， 较去年 6 月同比增
长 9.2%。 1—6 月国内累计生产软饮
料 7070.8 万吨，同比增长 13.8%。 中
国饮料工业协会赵亚利理事长曾在
2012 年年底指出， 如果国家经济正
常运转，2013 年，饮料总产量的增长
率将至少能够达到 10%—12%。不仅
如此， 赵亚利理事长还做出 2015 年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饮料市场的
预测。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饮料产
业依旧是“朝阳产业”，存在巨大的发
展机遇。

面对当前低迷的市场环境以及
未来巨大的发展潜力，作为行业主体
的生产商是应该短期蛰伏还是逆势
奋起？世界最大的食品饮料制造商雀
巢集团和中国饮料巨头银鹭共同给
出了它们的答案。

2013 年 7 月 11 日，位于安徽省
滁州市滁州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现代化安徽银鹭食品工业园投产
仪式隆重举行。 该生产基地，投资总
额近 21 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 1100
亩，建筑面积近 37 万平方米。雀巢集
团首席执行官保罗·薄凯在投产仪式
上将新工厂的建成称作雀巢与银鹭
的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 同时他表

示，“银鹭安徽新工厂的落成既彰
显了我们对中国的长期承诺，也
表明了我们进一步发展本土品牌
的承诺。 ”保罗·薄凯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深
有感触地表示，在
世界经济整体不
景气的大背景下，
中国是全球经济
发展的最大亮点，
中国市场在雀巢
全球的发展战略

中的地位与日俱增。雀巢公
司正加速扩张在中国的产
能，以适应这一最为重要的市场。

记者获悉，此次银鹭在安徽再建
新厂与其大股东雀巢公司的推动不
无关系。早在 2011 年，银鹭与雀巢正
式合资合作后，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增
资协议，双方共同增资 4 亿美元（约
合 24.5 亿元），用于异地建厂。

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和市场普遍
困难情况下，下重金投入实体经济的
建设，银鹭人用他的实际行动，表现
了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据记
者了解，除了新建成的安徽生产基地
以及在厦门、山东、湖北已有生产工
厂，银鹭在四川还有一个正在建设中
的新工厂。这也是银鹭食品事业在中
西部扎根，以实体经济践行美丽中国
梦的具体行动。

银鹭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银
鹭安徽新工厂预计年处理花生、大
米、麦仁、红豆、绿豆等农副产品能力
为 5 万吨， 可提供 3000 多个直接就
业岗位，该厂不仅进一步提升了银鹭
品牌在国内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以及
银鹭系列产品在全国的辐射能力，更
会对当地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为地区实体产业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也为整个安徽乃至中部的
食品工业树立新的标杆。

在新建成的安徽银鹭食品工业
园中， 记者看到一排排主体厂房通
透、明亮，充分利用日常光照节能；挑
高的吊顶可实现保温、 隔热效果，十
分环保。与生产设备配套的污水处理
厂，日可处理污水 1.5 万吨，引进国
际先进的生物污水处理技术，使处理
后的污水排放指标达到国家一级排
放标准。处理过的“中水”被充分用于
绿化灌溉、厂区环卫等，达到保护水
资源的效果。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园
区不仅建设有污水处理厂，还设计有
庞大的热能回收再利用系统，可回收
大量能源，降低冷却系统的能源耗用
量，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了
对环境的污染。

厂区的参观通道居高临下，透过
钢化玻璃， 现代化生产线尽收眼底。
从意大利、德国、法国、瑞士、瑞典等
国家分别引进的 PET 无菌冷灌装生
产线、 利乐 A3 高速无菌灌装生产线
等已经开始运转。 没有轰鸣的机器
声，也没有密密麻麻的工人，从配料、

研磨、灌装到套
标、装箱、入库，
整个工艺流程
都在同一个厂
房内一气呵成。 身临规
模如此巨大的集自动
化、精细化、集约化和标
准化生产为一体的工
厂，每一个参观者都能感受到企业对
其产品的严格要求以及对消费者的
真诚。

银鹭食品集团总裁陈清渊表示：
“今天新工厂的落成是银鹭继续发展
品牌和生产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里程碑。 自 2011 年携手雀巢合资以
来，雀巢公司的成功经验为银鹭的持
续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将
共同继续追求，不断赢得消费者信赖
和喜爱。 ”

强强联手，
提升食品饮料业发展水平
面对中国人均饮料消费量远远

低于欧美日台的市场潜力，银鹭并没
有急于求成，而是在发展中逐渐实现
着两个转变，产量快速增长型向销售
收入增长型的转变，配方型创新向研
发型创新的转变。 据记者了解，雀巢
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其在中国的第
三个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就设在厦
门银鹭高科技园区内，主要用于即饮
型饮料和粥类研发。雀巢除了在银鹭
的核心产品和业务上实现创新力，为
丰富银鹭产品线， 也推动了银鹭品
牌、口味、包装、营销等方面的不断创
新，进一步提高了银鹭整个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

双方合作在厦门投建的年产 60
万吨饮料新厂， 总投资 15 亿元，预
计 2014 年底可投产。 新厂建成达产
后， 厦门银鹭食品生产基地年产能
将突破 200 万吨， 成为全国乃至全
球首屈一指、 具备领先国际装备水
平的单一饮料、食品工厂，成为中国
食品饮料工业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亮点。

在谈到公众最关心的食品安全
问题时，陈清渊表示，“我相信在今后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人的身心健康

将会摆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所以我
们认为，银鹭是迎来了更好的机会和
挑战。 正如雀巢集团 CEO 保罗·薄凯
所说， 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被提得越
高，对我们越有利，因为两家的价值
观是共同的。”陈清渊表示，银鹭始终
坚持， 食品安全问题需要预防为主、
预警在前，只有增强整个企业的食品
安全建设， 才能提升企业的品牌认
知。

作为一家拥有 140 多年历史的
大型跨国公司， 雀巢品牌和雀巢产品
能够享誉世界，长盛不衰，最核心的一
个因素就是从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产
品质量， 产品质量在雀巢发展壮大的
过程中始终排在首位，从未动摇过。

为此，雀巢建立了“雀巢质量管
理体系”。 这一体系是对应 ISO9000
和 ISO20002 等国际标准， 针对食品
行业特点而制定的企业内部质量管
理体系， 所有的雀巢工厂都要遵循。
此外，还通过第三方评审确保管理体
系的有效运行。 食品安全方面，则有

“雀巢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对厂
房设计、良好生产规范、生产设备、工
作人员卫生操作、 原料进货控制、销
售环节管控等方面的管控，保证产品
的绝对安全。

合资以来，雀巢也逐渐把其成熟
的世界一流的食品安全管理控制和
检验检测预警体系，全面导入合资后
的银鹭公司，通过派驻管理、研发人
才、开展培训等多管齐下，进一步提
高银鹭的食品安全管理管控水平和
技术创新水平。这对银鹭乃至中国整
个食品饮料行业来说，无疑将是一个
促进和提升。

与雀巢合作、基本完成磨合的银
鹭正展开双翅，用辛勤的汗水和优质
安全的产品快速布局中国，着力提升
核心竞争力，成为消费者可信赖的营
养、健康、安全食品领先企业。

本报记者 闻笛 肖一鹏

行业低迷持续 鹭巢升起朝阳

近日，某网站进行的一项关于冰
棍雪糕的调查结果显示，美登高红豆
沙奶油雪糕、和路雪梦龙杏仁松露巧
克力口味冰淇淋等产品，添加剂种类
均有 10 余种，颠覆了消费者过去“越
便宜的雪糕添加剂越多, 越贵的添加
剂越少”的认识。

以市场价超过 6 元的梦龙为例，
除了水、巧克力等原料外，还含有单、
双甘油脂肪酸酯以及槐豆胶、 瓜尔
胶、卡拉胶、焦糖色、食用香精等食品
添加剂。 那么，添加这么多种添加剂
是不是有必要，而这些乳化剂、增稠
剂、甜味剂、色素、香精，它们在雪糕
里的作用又是怎么样的？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
研究员钟凯介绍说：“雪糕中添加剂

的作用主要是让雪糕的感观更好，色
泽多样、口感柔和甜美的，添加剂种
类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只要是符合国
家标准生产的产品，都是安全的。 选
购雪糕时只要注意选择正规厂家生
产的产品，没有必要为雪糕中的添加
剂担忧。 另外也别吃得太多，因为雪
糕中的糖和脂肪含量往往较高。 ”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工程与生物
技术学院教授孙平说，消费者完全没
必要谈添加剂色变，从广义上来说平
时吃的味精、胡椒、盐、酱油、醋等都
属于食品添加剂。 它们有的来自海藻
的提取物，比如琼脂和卡拉胶；有的
来自橘子皮和苹果榨汁后的残渣，比
如果胶；有的来自植物的种子，比如
阿拉伯胶、瓜尔豆胶、槐豆胶，都属于
食品级的增稠剂。 当然，如果使用工
业明胶就是非法添加的违法行为了。

孙平教授告诉记者，在国家《食
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允许在
雪糕、冰淇淋等冷冻饮品中使用的食
品添加剂种类很多，如丙二醇脂肪酸
酯作为乳化剂、稳定剂，允许在冷冻
饮品、 油炸面制品等食品中添加，最
大使用量依食品不同从每公斤可添
加 2.0至 10.0克不等。 一支雪糕里含
十几种添加剂是不是太多？ 孙平教授
说，我国并没有对冷冻饮品最多可以
同时添加多少种添加剂作出明确规
定，任何食品添加剂在允许使用前都
要经过安全性评估和确认，食品添加
剂的准用限量远远低于其副作用剂
量和有害剂量，因此，只要企业能够
规范生产和使用食品添加剂，其加工
生产的食品安全性是有保证的。 随着
食品工业化、标准化生产，食品添加
剂的使用已经成为食品加工中不可

替代的核心技术， 绝大多数食品品种
中都含有食品添加剂。 一支冰淇淋中
食品添加剂的总含量不超过 3%，因此
吃雪糕就等于吃添加剂的说法并不正
确。

专家指出， 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
归根结底是要看用了多大的量和吃了
多少， 而和使用的品种数量没有必然
联系。 只要符合标准的要求，食品添加
剂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西北大学化
工学院食品工程系教授曹炜教授同时
表示， 虽然说这些添加剂都是在标准
安全范围内添加的， 仅一个冰激凌所
含添加剂的成分不会对人体有危害。
但如果食用频率过高， 就可能对人的
肝肾带来伤害。 而甜蜜素等甜味剂和
柠檬黄等色素如果用量超标， 也会对
消费者健康形成隐患， 所以冰淇淋虽
好吃，也要适可而止。

专家称添加剂并非洪水猛兽
本报记者 闻笛

本报记者 张博

高端餐饮利润骤降
北京半年关店 2000家

2013年上半年，餐饮市场经历了最艰难的“寒冬”。高端餐
饮收入大幅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公
布的上半年餐饮市场分析显示，与这些高端餐饮相比，大众化
餐饮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速放缓。 特别是从企业景气指
数来看，餐饮业连续两个季度跌破 100临界点，是所有行业中
唯一处于不景气状态的行业。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6月，全国餐饮收入实现
11795亿元，同比增长 8.7%，与 2012年同期相比下降 4.5 个百
分点，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低 4 个百分点，差距之
大为历年罕见。

关店转型， 湘鄂情成高端典型

由于公款聚餐和高档商务宴请减少， 很多高档餐饮机构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流”。限额以上餐饮企业（年营业总收入
200 万元）收入 3743 亿元，同比下降 2.2%，这些企业大多占据
高端餐饮市场。对于企业而言，大环境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企业
的利润。 上半年，湘鄂情（002306.SZ）关闭 8 家直营门店，预计
亏损 1.6 亿—2.4 亿元， 占其直营门店总数的近 1/3； 全聚德
（002186.SZ）营业收入 8.5 亿元，同比下降 6.52%，利润总额
0.85 亿元，同比下降 32.14%。 小南国 (03666.HK)、唐宫中国
(01181.HK) 发布的中期盈利预告称， 其净利润同比将明显下
滑。

在限制“三公消费”的背景之下，湘鄂情成为高端餐饮降
温的典型代表。曾经门庭若市的湘鄂情门店，营业收入直线下
滑。 去年单店盈利超 2000 万元的北京月坛店，今年一季度报
亏 350 多万元。 近日，记者走进湘鄂情北京月坛店看到，过去
需要预定的月坛店只有一楼和四楼继续营业。由于定位高端，
月坛店的大厅面积很小，只是在大门左手边有 6 张 4 人台，全
店 7000 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中， 大部分区域都是豪华包厢。
五楼六楼已是湘鄂情公司的办公地点。 之前的一张张餐桌已
变成了办公桌。几个月前，这家紧邻几家政府机构的高档酒楼
还是门庭若市。 如今，金碧辉煌的包厢里，放进了格子一样的
办公桌，这里已成为上市公司湘鄂情的办公地。

公告显示，湘鄂情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出现亏损，当季亏损
额为 180 万元；今年一季度，湘鄂情亏损额大幅上升至 6840
万元；二季度，亏损额已扩大至 9160 万元—1.716 亿元。

寒潮漫延，中端餐饮动荡加剧

与全国其他一线城市相比，北京餐饮业成为重灾区。 1—5
月全市餐饮收入首次出现下降，降幅为 5.6%，仅 5 月一个月
更是同比下降达 10.3%，是近年来的低谷。 据调查，今年 1—5
月份，北京市重点监测的 50 家餐饮业营业额下降 6%，而北京
市商务委对 15 家经营商务餐为主的餐饮企业的跟踪监测结
果则更加惊人，2013 年 1—5 月，15 家企业营业额同比下降
36.4%。

事实上， 北京市有效餐饮服务许可证逐月递降也从侧面
印证了北京餐饮市场的低迷。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北京市
共有有效餐饮服务许可证 60186 个， 比 1 月份减少 2168 个，
比去年同期减少 2791 个。从内部结构看，快餐、小吃网点逐渐
增多，而餐馆数量逐月减少，市场变化、成本高企、利润下降成
为网点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走访中记者发现，高档酒店营业
额骤降，就餐人数锐减，中高端正餐下滑明显。 大众餐饮也正
面临着经营成本持续上涨、盈利能力日益下滑、增长速度明显
放缓、发展后劲疲软乏力等困局。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边疆表
示，服务许可证的减少就意味着“关店”。 可以说，仅上半年北
京市场餐饮企业关店数就超过 2000 家。

洗牌在即，下半年有望回暖

高档餐饮市场降温，大众餐饮处境尴尬，餐饮行业或迎来
新一轮“洗牌”。 中国烹饪协会在今年年初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以大众消费为主的中低档餐饮企业受影响不大，销售额基
本持平，部分中低档餐饮企业营业额有所增长。 对于 2013 年
的市场状况，虽然大多数餐饮企业不太乐观，约 30%的餐饮企
业认为 2013 年行业的增长速度将下滑到 10%以下，32.4%的
餐饮企业认为将维持 2012 年的水平，另有约 30%的餐饮企业
认为有待观察。 不过，也有 8%左右的餐饮企业认为行业将以
超过 15%的速度继续快速增长， 这部分企业几乎都是快餐企
业。

在经营的压力下，高端餐饮不得不调整目标客户群，转向
大众消费。取消最低消费、服务费是最主要的变化。据报道，目
前，北京中高端餐饮企业湘鄂情、净雅、凯瑞豪门食府等，都已
经取消了最低消费或不设服务费、包间费、开瓶费；直隶会馆
采取分层错位经营，将酒楼一层定位为大众餐饮市场，人均消
费 100 元左右。 尽管目前餐饮业还暂未扭转营业额下降的颓
势，但是高端餐饮的转型初显成效。北京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二季度比一季度营业额下降减缓了一些。 从目前的形
势看，今年的大众餐饮市场还有不少增长空间。 ”

尽管上半年整个餐饮行业表现低迷，但边疆表示，下半年
餐饮业发展的基本面将保持稳定。 上半年部分餐饮企业逐渐
转型，其效果到下半年才能逐渐显现，而暑期和下半年的几个
节假日，也能给大众餐饮带来更大的营收。

记者从中国烹饪协会得到消息， 虽然下半年经济运行环
境依然错综复杂，下行压力和进一步回升的动力并存。 但总体
看，下半年国民经济还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餐饮业发展的基
本面将保持稳定。随着群众路线的深入推进，遏制公款消费的
政策环境将进一步延续。 中国烹饪协会在报告中指出，“预计
2013 年下半年餐饮市场相对乐观，全年增速有望达到 10%左
右，规模有望达到 26000 亿元。 ”

银鹭雀巢合资新型工业园投产，中西部市场或成行业新增长点

一支雪糕含有 10种添加剂引发争议

除了正在建设的四川工厂，银鹭已有厦门、
安徽、山东、湖北四个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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