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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博

2013年，一场甜蜜的“幸福”风暴
席卷全国，全国百万网友晒出身边的

小幸福，共同参与由银鹭花生牛奶发

起的“小幸福”网上征集活动。据了解，

银鹭希望通过倡导全社会一起来“发

现小幸福”这样的活动，来凝聚 13亿
中国人的幸福感受，希望参与者能够

给予身边更多的人温暖与关怀，并深

怀一颗感恩的心领悟生活中的幸福与

美好，传递给身边人幸福的力量。

而对于银鹭集团创始人，董事

长、执行总裁陈清渊而言，他的“幸

福”，就是看见银鹭的产品线逐步扩

大，成为行业领军者，并且让“中国式

养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更多的

家庭。陈清渊表示，“我要让银鹭飞得

更远，让银鹭影响更多人的生活方

式。”未来，银鹭将持续开发更多消费

者喜爱的美味、营养、方便的食品和

饮品，并逐步将更为健康、天然的生

活方式推广开来。

银鹭：从好产品到幸福生活方式

康师傅与百事可乐日前披露，双方 2012年结成康百战略
联盟以来，在中西部地区新增 35条以上生产线投入百事饮料
生产，百事在华亏损收窄。而作为多年来的竞争对手，可口可

乐也与中粮联手，抓紧在华北地区的布局，力图通过全系列产

品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扩大在迅速发展的中国饮料

市场上的影响力。

百事可乐止损：联盟康师傅布局中西部

2012年，为摆脱中华区业务一直亏损的境地，百事将其
中国饮料业务以换股的方式出售给康师傅控股。近日，康师傅

与百事结成战略联盟后一年多来首次对外披露战略合作的最

新数据，其中包括在联盟增加 35条以上生产线投入百事饮料
品牌的生产，康师傅的生产网络已经加速了百事饮料品牌在

全国的分销。对此，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应州表示，

今年前三季度百事饮品事业的成长速度明显优于主要竞争对

手和市场。百事饮品上半年累计亏损较去年同期大幅降低。

康师傅和百事公司于 2012年 3月在华完成战略联盟，康
师傅负责生产、销售和分销百事的碳酸饮料、佳得乐、纯果乐

和冰纯水等品牌饮料产品。同时，康师傅旗下的果汁饮料产品

亦经百事的授权，使用纯果乐作双重品牌经营。除了康师傅的

茶饮品、果汁与包装水系列饮料产品外，该战略联盟更为中国

消费者提供数种饮品，包括：百事可乐、美年达以及佳得乐。业

内人士指出，两家龙头企业的联盟促使上述产品进入市场的

速度大大加快，减少了产品脱销情况。

据了解，在合作之前，百事在中国境内共有 25家工厂，其
中有 24 家是碳酸饮料灌装厂，1 家是非碳酸饮料灌装厂。
2012年 10月，康百联盟成立后的第一家饮料工厂郑州厂投
产，此外，康师傅还在甘肃兰州市、内蒙古包头市、新疆乌鲁木

齐市和江苏吴江市增加百事饮品生产线，有超过 35条新增和
现有生产线投入生产。

不难发现，康百联盟新投产的工厂多处于中西部地区，魏

应州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自从一年前百事装瓶业务加入

康师傅以来，康百战略联盟初见成效，也拓展我们在中西部地

区的新商机，今年前三季度，百事饮品事业的成长速度明显优

于主要竞争对手和市场。”有业内人士表示，“百事此前在一线

城市铺货还可以，康百联盟后，二三线城市也开始大面积铺货

了。”

根据英国专业咨询机构 Canadean 的数据，2012 年第三
季度，也就是在与康师傅达成合作的第一个季度里，百事中国

的增长率在近几年里首次超过可口可乐 10个百分点。根据市
场调研公司欧睿国际的统计，按软饮料销量算，2012年可口
可乐在中国内地份额为 15.7%，康师傅为 12.8%，百事可乐则
以 4.5%位列第四位，后两者份额相加已经超过了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布阵：携手中粮四年建 8厂

饮料行业经过多年发展，集中度已经非常高，排名前五的

企业已占据 60%的市场份额，企业想再获得高速的发展实属
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康百战略联盟”，可口可乐也毫不示

弱，10月 24日，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泰康先
生在出席河北省石家庄的新厂开业仪式上，正式宣布可口可

乐中国第 43 家工厂的建成投产，并表示该厂是可口可乐
2012—2014年三年内在华投资 40亿美元计划的一部分。据
了解，这一新厂是可口可乐在河北省投建的首家工厂，总投资

达 1.06亿美元(约合 6.5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约为 17万平
方米，已建成的汽水生产线和不含气饮料生产线，可生产可口

可乐、雪碧、芬达和美汁源系列产品，未来数年内还将增设三

条生产线。

而可口可乐公司联系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称,自 2009
年宣布在中国的增资计划以来，可口可乐已经新增 8家装瓶
厂，包括落子石家庄的新厂，合计工厂达 43家。上述联系人说，
在 2012年—2014年的 40亿美元投资中，目前已经完成了 30
亿美元。其又引述第三方统计数据称，可口可乐旗下汽水品牌

在内地市场份额约六成，远超第二名的三成。专家称，近年来，

由于消费健康升级，碳酸饮料市场下滑非常明显，但是今年，可

口可乐公司为了重新占领失地，定位于年轻一族，在外包装上

大走个性化、定制化之道。可口可乐期望凭借变装为碳酸饮料

赢得年轻消费者，收复失去的市场。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 2
季度，可口可乐在华业务增幅为 9%，其中汽水增幅为 8%。

在解释投资计划进展时，可口可乐大中华及韩国区董事

长鲁大卫透露：“我们已经花了差不多（40亿美元的）70%多，
明年还有一小部分投资追加。在上海紫竹园区的浓缩液二期

工程正在最后施工，2014年年初也会做一个新的开幕。”可口
可乐的计划是，从 2012年开始用 5年时间，将可口可乐公司
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总投资额提升至 70亿美元。
“中国区的业务发展对于实现公司 2020年业务翻番的目

标至关重要。中国目前已是可口可乐全球第三大市场。”可口

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泰康近日接受北京媒体采访

时表示。

两可乐再掀军备竞赛
饮料行业巨头组团竞争
本报记者 张博

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分别组团加快布局中国市场 王利博制图

继在厦门、山东、湖北建厂之后，

2013年 7月，银鹭在安徽省滁州市建
设的安徽银鹭食品工业园顺利投产。

这也是银鹭与雀巢合资后，共同建成

的首个生产基地，项目占地面积 1100
亩，总投资近 21 亿元，年设计产能
120 万吨，达产年产值 50 亿元，年可
加工各类农产品 5万吨。

除此之外，银鹭和雀巢合作在厦

门投建的 60 万吨饮料生产新厂也已
开工建设，该规划用地面积 500 亩，
总投资 15 亿元，将引进世界领先水
平的新一代博高玛 PET 及利乐 A3
无菌冷灌装饮料生产线以及欧美先

进 UHT 瞬间高温灭菌、注胚、吹瓶等

全套生产设备，成为富有“节能减排、

注重环保”内涵的生态工业城；注重

“人文科技、智能高效”特点的全球饮

料行业示范工厂。

陈清渊还透露，目前，雀巢正在

紧锣密鼓地建设其在中国的第三个

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设立于厦门银

鹭高科技园区内，主要用于即饮型饮

料和粥类研发。未来，雀巢会把世界

一流的食品安全管理控制和检验检

测预警体系，全面地导入合资后的银

鹭公司，进一步提高银鹭的食品安全

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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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银鹭

已经完成了刚开始时设立的目标，现

在进入了下一阶段的发展。

“因为这 20 多年的成功发展，
资金根本不是个问题，所以我们排

除了上市这个选项。我们自己认识

到，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不能适应

发展的需求，我们愿意打破这个格

局。”谈到与雀巢合作的初衷，陈清

渊董事长表示，“因为我们土生土

长，是一个草根企业，所以在品牌塑

造力方面稍显薄弱，产品增值相对

较少。在这方面，雀巢有许多经验值

得我们学习。银鹭和雀巢的合作，意

味着双方相信合作可能带来的更好

前景，共同验证 1 +1 >2 的美好心
愿。”

“银鹭于 2011 年和雀巢合作之
前，已经达到产值、销售额均超 90亿
元，仅生产经营性税赋就近 5 亿元。
在这个新的平台上，银鹭拟定了中长

期发展规划，计划在 2015年达到 250
亿元，2020年突破 600亿元。”对于未
来，陈清渊满怀信心，做食品企业要

从“良心”延伸到“爱心”。而这爱心，

就是雀巢和银鹭共同提倡的“创造共

享价值”，它包括更高的环境保护要

求、更高的产品质量标准、社会公益

等。“银鹭所在，关怀挚爱”是银鹭恒

久不变的理念。

面对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不少企

业为了获得短期利润，陆续推出各种

招数进行促销，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银

鹭仍坚持产品质量取胜的策略，因为

陈清渊相信虽然短期价格战或者是

削减本属于产品开发和生产的成本，

可以让企业在短时间内看到数字上

的效益，但是这绝非企业发展的长远

之计。只有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本，坚

持产品开发和产品质量的高标准高

要求，长此以往，自然会赢得消费者

的心，从而培养出银鹭品牌的忠实顾

客，成为最终的行业赢家。

多年来，银鹭始终踏实地经营着

自己最熟悉的产品、最熟悉的行业。

多年来，银鹭和经销商构筑了紧密的

合作关系，建立了国内广泛的销售网

络。除了始终坚持乡村营销，银鹭一

直坚持专注主营产品，而不跟风随意

拓展产品线路，也不随意跨行业经

营。银鹭从他人失败的经验和自身发

展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每踏出的一步

都是审慎而稳健的。

市场预测，至 2015年银鹭的年产
能将达 600万吨，一个食品饮料王国
俨然形成。“说它是‘王国’也好，是一家

还在成长的食品饮料企业也好，那都

只是一种说法而已”，陈清渊说话不紧

不慢，眼角带着笑意，“银鹭的发展是循

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从原料采购，

到出品、罐装，物流，银鹭做到了全产业

链的覆盖，而出于全国销售和生产布

局的考虑，在全国多个省份设立先进

的生产基地，形成了全国生产、物流、销

售的全覆盖。弱肉强食，我们闽商一直

都有很强烈的危机感，所以银鹭在发

展过程中，一直都走在市场的最前列，

但在‘快’和‘稳’之前，我会更看重

‘稳’”。陈清渊在被记者问及集团发展

过程中的“使命”问题时说，“所以我们

会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把控全产

业链，会从原料到生产工艺，从研发到

物流到销售，都严格把控，就是不想在

快速前进的时候失去一点点控制。”

银鹭食品集团总裁陈清渊说：

“科技创新让银鹭竭力保持了‘三个

领先’：一是产品开发技术的领先；二

是不断应用新工艺进行技术改造，保

持生产技术装备的领先；三是保证检

测机制的先进性，保持在产品质量监

测水平上的领先”。

生产的领先使银鹭更具创新力，

在传统配方基础上革新产品。例如，银

鹭并不是第一或唯一的八宝粥生产

厂，其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生产工艺是

让新鲜原料在流水线上当场烹调，而

其他八宝粥品牌均是预先煮熟后在生

产线上混合灌装而已。生料装罐、滚动

杀菌的新方法，使产品更新鲜美味，适

合口味独特的广大中国消费群，也更

远远甩开同类产品。对此，银鹭集团副

总裁、创始人之一陈树林表示，“我在

银鹭体会最深的是，企业关键在于创

新和开发，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比如

八宝粥，我们希望做出家里用高压锅

煮粥的浓郁香味。市场上的惯例做法

是成品后分包，完全做不到这个口味。

我们尝试空罐投原料加热，却遇到结

块等现象的阻碍。后来，我们开发了边

煮边滚动的线上烹饪生产方法，研制

了一套生产设备，首创了八宝粥的现

场滚动烹饪滚动杀菌的生产模式，生

产出不烂、干净、香味浓郁的受欢迎产

品，最后这个生产方式成为中国八宝

粥的行业规范。”

2002年，银鹭成为中国率先从意

大利引进 PET 无菌冷灌装生产线的
企业，总投资 3.2亿元人民币。银鹭此
举比中国同行早了 10 年。银鹭集团
行政中心总经理陈良选对记者讲到，

“银鹭有很强的领先意识，这点真正

地让银鹭和其他企业拉开了距离。管

理层对企业前景和规划方向明确，务

实推进，敢拼、敢尝试。银鹭在中国率

先引进 PET无菌冷灌装设备，就说明
银鹭人‘敢吃螃蟹’的大胆创业精

神。”银鹭的诚挚和认真，使银鹭成为

PET 无菌冷灌装设备的最佳用户之
一。现在银鹭已有 60余条领先世界
先进水平的饮料生产线在运行中，年

产饮料近 300多万吨，成为全国最大
的饮料生产厂商之一。

从 0到 1亿，银鹭用了 10年；从
1亿到 10亿，银鹭又用了 10年；从 10
亿到 50亿，银鹭用了 5年；从 50亿到
100亿，银鹭仅仅用了 1年。在银鹭的
“十二五”规划里，2015 年，银鹭最终
将实现年产 600万吨的规模。在现在
看来，银鹭的成功结合了闽商独有的

务实精神和商业远见。20多年来的发
展，三次借力腾飞，银鹭在坚持质量与

诚信的基础上，体现出卓著的远见，并

牢牢抓住了时代所赋予的机遇。

从一家乡镇罐头厂到中国粥王，

银鹭的产品总是引导着消费的潮流，

而又充满时代的特色。而陈清渊也清

醒地知道，产品对于企业，既是策略

性问题，也是战略性问题。没有对产

品所属行业发展趋势的深入了解与

预判，就无法把握产品的持续成长和

发展，更无从谈起产品对企业发展战

略的支撑。

1996年，银鹭首创并推出了花生
牛奶，至今仍然是银鹭的核心产品。

银鹭花生牛奶结合了牛奶的营养和

中国消费者对花生的熟悉口味，产品

迅速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如今，银鹭

花生牛奶已成为同品类全国第一品

牌，这个突破归功于银鹭扎根于中国

广泛消费者之中长期积累的经验。

梳理饮料行业的发展史，可以看

出现有饮料市场强势品牌几乎都是

伴随着某一品类的风行乘势而起的。

如瓶装水时代的娃哈哈乐百氏，茶饮

料时代的康师傅，果汁饮料时代的统

一，功能型饮品时代的脉动。从某种

意义上讲，饮料业是一个“时势造英

雄”的行业，品类的兴盛帮助品牌迅

速崛起。而银鹭正是通过梳理饮料行

业发展历程，总结饮料行业演变规

律、洞察饮料行业发展趋势，用银鹭

花生牛奶将中国饮料行业带人复合

蛋白饮料时代。

作为行业的领导者之一，银鹭并

没有止步不前，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

产品和更高技术的生产能力，银鹭于

1998 年超前进口了先进的利乐砖饮
料生产线；2001年集资数亿元兴建世
界上最先进的“PET无菌冷灌装生产
厂”，这些升级换代的设备使银鹭的

竞争对手无法继续效仿和尾随，从而

在行业跨出大步伐。现在，对产品的

重视和生产能力的卓越，成为银鹭在

食品行业的口碑。

找准市场定位，拳头产品体现商业远见

放眼未来，技术创新领先行业

脚踏实地，铸造品牌发展全产业链

银鹭入巢，产业升级打造百年企业

银鹭从意大利引进的 PET无菌冷灌装生产线

银鹭现有 60余条领先世界的饮料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