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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乳业拐点来临
成本桎梏企业利润
本报记者 闻笛

国产菜籽油陷污染风波
食用油遭遇降价潮

中国乳业的春天真的来了吗 ?
近日出炉的中经乳制品产业景气指

数报告显示 , 三季度产业景气指数
为 97.8，较上季度微升 0.1。利润总
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较上季

度有所加快；价格持续上涨，库存明

显下降。同时 ,多家上市乳企也发布
了靓丽的三季度报。

上市乳企全线飘红
业绩领跑股市

据统计，全国 653 家规模以上
乳制品企业，1 至 8 月利润总额同
比增长 11.7%，产品销售率在 97%
以上；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下降

42.07%，降幅较大。企业的盈利增
多，亏损减少，表明乳制品企业发展

状况良好。

从 5 家上市乳企财务数据来
看，前三季度，贝因美（002570）、光
明 乳 业 （600579）、 伊 利 股 份
（600887）、三元股份（600429）股价
涨幅分别达到 186.7%、143.0%、
105.3%和 36.2%，而同期食品饮料
行业指数只上涨 7.9%，上证指数和
深 证 指 数 分 别 上 涨 15.7% 和
32.5%。仅在三季度，上述四家上市
公 司 股 价 就 分 别 上 涨 48.8% 、
74.9%、42.8%和 76.1%，显著超越 A
股市场，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报。

其中，伊利股份三季报显示，公

司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365.7 亿元，同比增长 11.13%，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25.16
亿元，同比增长 84.12%。
作为唯一一家亏损的乳业公

司，三元股份三季报显示，公司在报

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27.64 亿
元，同比增长 3.28%；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658.18 万
元，同比下降 261.27%。另外，如果
剔除政府补助的 409.69万元，亏损
还将扩大。

数据显示，5家乳业上市公司今
年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共 365.73
亿元，平均增长率为 18.1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

约 25.16 亿元，平均增长率-12%。值
得一提的是，5 家乳业上市公司净
利润同比增长率为负的原因是受到

三元股份亏损，净利润大幅下滑所

致。对于三元股份业绩的表现，公司

表示，亏损因市场因素、原辅材料价

格上涨及投资收益下降等所致。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三元股份

的业绩一直不给力的原因，主要与

当初重组三鹿奶粉和湖南太子奶以

及其所投资的麦当劳有关。中投顾

问食品行业研究员简爱华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三元未来发展仍将承

受较大压力，主要是来自于婴幼儿

奶粉领域。

成绩低于期望
遭遇投资者抛售

虽然上述 5 家乳企交出的成绩
单中，仅有三元股份一家不尽如人

意，但是，在资本市场中，5 家上市
公司的股价近日来却遭到投资者用

脚投票。根据同花顺数据统计显示，

乳业上市公司股价从 10 月 23 日起
开始连续下挫，截止到 10 月 30 日，
短短 6 个交易日内，5 家公司的市
值总共蒸发了 236.44亿元。

10月 28日开盘，贝因美便直接
坐上跌停板，深交所盘后交易数据

显示，贝因美遭到机构大肆甩卖。29
日，贝因美股价继续重挫 6.95%。据
不完全统计，其股价两天下跌 17%，
市值蒸发超 42 亿元。而 10 月 31
日，伊利股份一份略低于市场预期

的三季报令其股价开盘便下挫至

“一”字跌停，当日市值从 933 亿元
跌至 840 亿元，一日蒸发市值近百
亿元。

对此，有分析师指出：“这主要

还是业绩低于预期，此前市场对伊

利三季报业绩抱有较高的想法，结

果没有被满足。白云山、苏宁云商等

报收跌停也是这种情况。”此前，一

家知名券商分析师在其研报中称，

“预计伊利股份 1—9 月净利润增长
98%左右或以上，继续超预期。”今
年半年报时，伊利股份净利润增幅

高达 128.22%。三季度，相关部门对
于国产奶粉品牌的扶持也屡见报

端，作为国产奶粉领先企业，伊利也

同样受益。行业竞争更为理性、奶粉

增长有望超预期，这也是券商敢于

预测伊利三季报较高增幅的原因。

相对于市场的高预期，伊利第

三季度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单季度

来看，伊利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125.49亿元，净利润 7.78亿元，同比
增幅分别达到 8.22%和 28.6%，但环
比则分别增长 2.06%、下降 37.83%。
三季度净利润环比下降的原因是短

期成本的快速上升对公司毛利率构

成压力。第三季度，伊利毛利率为

26.19%，同比下降 3.7 个百分点，环
比下降 3.24个百分点。

原奶价格上涨
龙头企业迎来高速发展

一位乳业人士称，由于规模养

殖步伐不及乳制品需求，当前国内

乳制品业正在面临最为严重的“奶

荒”，最直接的表现是生鲜乳价格上

涨、部分液态奶产品断货等。数据显

示，三季度国内主产区原奶价格上

涨了 6%。据农业部定点监测，10月
份第 3 周(采集日为 10 月 16 日)，内
蒙古、河北等 10 个奶牛主产省 (区 )
生鲜乳平均价格报 3.80 元/公斤，比
前 一 周 上 涨 0.8% ， 同 比 上 涨
14.8%。

业界认为，未来从基本面而言，

伊利股份整体仍将维持较快增长速

度，但同时也面临一定的成本压力。

乳业专家宋亮表示，从当前行业数

据来看，乳制品 1—8 月产量达
1744.05万吨，同比增长 11.15%，市
场需求量仍在扩大。此外，在国有高

端奶粉地位提升、工信部的支持等

大背景下，乳品板块有望迎来高速

发展期。伊利股份作为龙头公司，受

益集中度提高增长更快，盈利能力

仍将进一步提升。不过，伊利三季报

期末预收款环比增加了 12 亿元，也
显示出市场需求仍然较旺盛。

肉毒杆菌事件调查结果出炉：只整改不赔偿

恒天然重返中国市场或至明年三月
本报记者 张博

一场波及全球的食品安全风暴，

却以虚惊一场结束。自 8 月 8 日开
始，历时 2个多月的恒天然启动肉毒
杆菌事件独立调查终于水落石出。调

查结果显示，“食用了相关批次浓缩

乳清蛋白食品的消费者，从来不曾面

临任何肉毒杆菌风险”。而市场种种

迹象表明，遭遇恒天然事件重创的新

西兰奶粉正在计划“逆袭”中国市场。

33条整改建议
客户赔偿内容只字未提

恒天然公布的独立调查报告指

出，在此次浓缩乳清蛋白事件中，恒

天然方面共犯了“恒天然没有在浓缩

乳清蛋白产品的生产中做任何梭菌

属微生物检测，尽管按照与至少一位

重要客户的合同，恒天然接受对使用

浓缩乳清蛋白制作下游产品提供梭

菌属微生物检测”等 10个主要错误。
报告还指出，浓缩乳清蛋白事件

公布后的最初几天，恒天然似乎并没

有明确指出召回仅仅是预防性的，它

也未向大家道歉。对涉险产品数量预

估的不断调整也影响了恒天然在政

府官员心中的可信度。

对此，恒天然公司表示，对董事

会独立调查报告表示欢迎。恒天然首

席执行官西奥史必根思表示，这次事

件是一次艰难的经历，虽然后来证明

是虚惊一场，但依然给我们留下了许

多教训。恒天然集团战略总裁马丽雷

兰德强调：“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建立

一套乳品安全和质量的全球新标准，

从而加强新西兰本国人民对我们的

信任，同时也继续巩固我们与客户的

关系，并在关键市场中建立良好声

誉。”

虽然已意识到与利益者关系的培

养，但对于客户赔偿问题仍没有明确

提出。报告还指出，从回顾的眼光来

看，食用了含相关批次浓缩乳清蛋白

食品的消费者从来不曾面临任何肉毒

杆菌风险。换言之，报告认为消费者并

没有因肉毒杆菌事件而受到损失。

新西兰乳企期待逆袭

虽然 10月中旬日本明治奶粉宣
布暂时撤出中国市场，但洋奶粉对中

国市场的热情并没有减退，尤其是上

半年饱受食品安全事件困扰的新西

兰乳企。记者了解到，多家该国企业

均制订了对中国这一全球增长最快

的奶粉市场加大投资的计划。新西兰

贸易发展局大中华区总裁麦肯齐表

示，虽然难以预计中国消费者何时才

彻底恢复信心，但两国贸易额仍会持

续增长。

据了解，声称下属会员在事发时

每周损失达 200万新西兰元（折合人
民币 1008万元）的新西兰婴儿配方
奶粉出口协会连月来已经组团到中

国访问，希望重建形象。

按照该局提供的最新数据，中国

在今年初首次超越澳大利亚，成为新

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当中，乳制品

是新西兰对华最大的出口产品。2012
年，该国对中国出口乳制品达到 26
亿新西兰元（折合人民币 131亿元），
占中国进口乳制品数量的 65%。

麦肯齐说，截至 7 月的数据显
示，中国在新西兰的贸易量增长快于

任何国家和地区，这是因为两国签署

了自由贸易协定，他预计两国贸易额

在恒天然事件后还会持续增长。

记者了解到，新西兰奶粉商均在

酝酿“逆袭”。对达能来说，最近这家法

国食品巨头也在中国为源于新西兰的

可瑞康奶粉（Karicare）大举造势，它的
广告近日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各大城市

的电梯里。在恒天然事件中，该品牌在

新西兰召回了 6.7万罐奶粉。

禁令何日解除成疑

今年 8月初，中国质检总局宣布

禁止进口恒天然生产的乳清蛋白以

及以恒天然乳清蛋白粉为原料的澳

大利亚生产的乳清粉、基粉，并且被

无限期叫停，直到事件影响确认或者

问题解决。

恒天然方面当时表示，将在产品

去向、召回进展等问题明朗后，与中

国政府部门沟通。记者了解到，截至

目前，虽然恒天然已经完成了运营调

查和董事会独立调查，但是相关禁令

还未解除。

乳业分析师宋亮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恒天然原料的进口恢复可

能还要等到新西兰政府相关报告的

出具，估计进口管制要持续到明年 3、
4月份。实际上，假如恒天然相关原料
在明年 3月份解禁，那么意味着恒天
然乳清蛋白等原料将有 8 个月的时
间不能进口。

“虽然进口管制时间比较长，但

是总体上应该不会对国内市场产生

很大的影响。”宋亮告诉记者，一方

面，企业可能选择从其他国家进口，

更改原料供应商；另一方面总体来讲

乳清蛋白的用量相对较小。

达能婴幼儿事业部全球总裁 Fe原
lixMartin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达能已经调整了原料供应体系，从其

他地区购买乳清蛋白粉到澳大利亚

生产基粉。

与进口转基因菜油差价上千元

10 月 28 日，有媒体曝光，转基因菜籽油流入国储，造
成出库的国储菜籽油被转基因菜油“污染”。10 月 29 日，
针对“国储库流入大量转基因菜油”的消息，中国储备粮

管理总公司在其网站发布公告称，经检查发现有两家企

业违反收购政策，将 1477 吨进口菜籽油掺入临储库存。
目前，上述两家企业涉及临储油菜籽已全部退出临储库

存。

利益驱动和监管缺位 污染国家储备

“转基因”的话题最近一直都处在风口浪尖，这一次

“国字号”的企业与转基因联系到一起，更加引起社会的

关注。

首先，为何要在临储库存掺入进口转基因菜籽油？业

内人士指出，存在这种问题不排除用价格更低的转基因

油充国产油赚取差价的可能。由于国家强制要求企业生

产转基因食用油标示油脂成分，食用油企业一般不可能

冒险加入转基因菜油。但是，部分上游托市收购企业，则

有可能将进口菜油混入国产菜油。

2013 年，国家启动油菜籽托市收购政策，油菜籽收购
量为 500 万吨，折合菜籽油 166.7 万吨左右。但由于每吨
进口转基因菜籽和菜油要比国产非转基因菜籽、菜油分

别便宜 500 元和 1000 元以上，不少被赋予托市收购资格
的委托企业，利用进口的便宜菜油冒充国产菜油上交国

储库，从中赚取差价。

其次，违规转基因油进国储库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专

家表示，最大的问题就是转基因的菜油会污染国产菜油。

数据显示，2002 年以前，菜籽油在中国植物油消费总量
中曾位居第一，但是随着进口量的增加，菜籽油消费退居

次席；自 2006 年起，由于中国进口棕榈油数量的增加，菜
籽油成为国内消费的第三大油种。但在长江流域省份，包

括云南、贵州等地的消费者仍然更偏爱喜欢菜籽油，不仅

味道香浓，从健康角度而言还比大豆油富含不饱和脂肪

酸。

此次，转基因菜籽油大量流入国储，会造成出库的国

储菜籽油被转基因菜油“污染”，企业从国储库购买菜油

而生产出的小包装菜籽油就难以再标称非转基因菜油。

而消费者食用了这种“不纯粹”的非转基因菜油，这就涉

及商业欺诈。

对此，中储粮解释称，因其自身无菜籽油加工能力，

所以临储油收购全部采用委托地方粮油加工企业委托收

购、加工的办法。此外，中储粮总公司还表示，目前并不存

在媒体和社会所关注的进口转基因菜籽油污染国家临储

菜籽油库存的问题，对于已经出现的混入问题，已经采取

整罐全部退出临储库存，确保国家临储菜籽油全部是国

产非转基因菜籽油。

转基因标注待规范 食用油市场降价

对于此次事件，业内普遍认为，其中既有菜油进国储

库利润太大，个别油厂因为利益驱使做出的可能，也有检

验工序存在的问题。对此，一位食用油企负责人坦言，国

储库若被转基因食用油“污染”，对于加工和销售的企业

存在的是道德风险，即企业按照非转基因品类购买的原

料，也以此为标识经营，若是在其中检出转基因成分，企

业则要承担风险和损失。

目前，有业内观点认为，食用油是否为转基因原料在

营养和安全上与非转基因产品并无区别。主要原因就在

于转基因成分存在于蛋白质，食用油则取的是脂肪成分。

而且如今转基因产品难验证，在检验过程中，难免出现误

差。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作为市场销售的成品油，已

经很难检测是否为转基因原料，最后还需企业按照转基

因管理办法进行自律。

一位粮油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大

豆油 80%左右为转基因产品，菜油因为国内西南等地生
产较多，国产非转基因菜油大概可以占到六成左右。他表

示，国内使用较多的转基因油料主要是指菜油和大豆油，

其中大豆油占比更高。市场上购买的大豆油，基本是转基

因食用油。“这是由国家供给程度决定的，国家没有足够

的食用油供应市场，就只有通过进口来满足市场需求。”

继今年 5 月食用油抱团降价后，目前又迎来新一轮
降价潮，其中金龙鱼、刀唛、鹰唛部分降幅达 12%。有业
内人士认为，因中秋、国庆旺季刚过，食用油开始步入淡

季，今年市场销售不好，故而降价揽客。据记者了解，本次

降价的品类涉及花生油和调和油，平均降幅达在 10%左
右，最多的降幅达 22.68%。据了解，此次食用油企由于受
国家发改委“约谈”，对涨价敏感，虽然花生油等在市场上

占比不及大豆油高，但家庭消费依然以花生油、调和油等

为主，此次降价普通消费者将更容易感受到。

同时，包括天津、湖南、云南、辽宁、山东等地均有媒

体报道食用油价格下降的消息，而本次降价也是今年第

二次大幅回调。有分析认为，这波降价是由于库存消化缓

慢所致。有分析师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9 月下旬至
今，大豆、花生、棉籽等食用油上游原料集中上市，而国内

大豆压榨产能约为 1.26 亿吨，油脂压榨产能过剩。据了
解，一级大豆色拉油已从年初的 9200 元/吨，降至 7300
元/吨，跌幅达 20%，创 2008 年 5 月以来的新低。另一方
面，进入第四季度，食用油需求旺季已过，食用油库存消

化缓慢，油企加工厂资金回笼，为清理库存降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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