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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在高调退出中国市场一个月后，

日本明治奶粉再一次高调地宣布将

携市售型低温牛奶、酸奶等新品征战

中国高端液态奶市场 , 并且定下了
2020年度销售额达到 7亿元的目标，
而这也使其成为首个大规模进入中

国冷鲜奶市场的外资乳业品牌。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此次

明治乳业推出的低温牛奶和酸奶新

品并非从日本进口，而是由苏州工厂

生产，其奶源主要来自河北，上市后

或使用其他地区的奶源。此次推出的

低温牛奶及酸奶新品将于四天后（12
月 1日）在华东地区的上海、苏州、杭
州和宁波开始上市，为此明治已经筹

备了将近三年。

明治的“回马枪”

对于明治的“良苦用心”，有网友

调侃道：我就说明治怎么会舍得放弃

中国乳业市场这块“大蛋糕”呢，原来

所谓的出走只是“虚晃一枪”，是在为

自己的下一轮“回马枪”做宣传呢。

明治乳业市场部的朱春莹表示：

“明治奶粉事业和液态奶事业是两个

不同的事业，奶粉是完全进口的，低

温牛奶、酸奶在苏州设有工厂，并在

国内生产销售。低温牛奶、酸奶在 3
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考察牧场和工

厂地址，最终将工厂定在苏州。在苏

州生产，在上海等周边城市进行销

售。”

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向健

军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明治奶粉主动退出中国市场并

不意味着明治这一品牌彻底放弃中

国市场，其只是在根据中国乳制品市

场情况作出的战略调整。婴幼儿奶粉

领域竞争激烈，所以明治奶粉主动退

出。在低温牛奶和酸奶领域，较少有

外资品牌涉足，随着消费升级国人对

低温牛奶和酸奶的消费也在增长，所

以明治进行了产品调整，以降低自身

所处环境的竞争程度。

但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李锦认为，明治并不是吃“螃蟹”的第

一人。“目前的中国液态奶市场上，外

资品牌的身影并不稀少，品种也十分

齐全。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地的‘洋牛奶’，早已进入

了国内消费者的视野，明治要想抢夺

市场份额还是要花费一番功夫的。”

国产品牌成明治最大挑战

对明治而言，除却“外患”，还有

“近忧”。而后者对其而言或更具挑战

性。

向健军指出，明治乳业以低温牛

奶和酸奶进入中国市场，最大的挑战

和竞争实际上是来自于国产品牌。

事实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

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对安全、健康

以及高品质乳制品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在此背景下，国产乳业品牌可谓

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自伊利与蒙牛在

2006 年分别推出金典牛奶与特仑苏
牛奶后，国内的中高端液态奶市场需

求就一发不可收拾。国内酸奶市场销

量正在以每年 15%的增速增长，国产
品牌占据着 90%以上的市场份额。

据业内人士透露，明治液态奶其

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进入到中国，但

是由于运输成本等原因，价格较高。

而明治此番进军中国液态奶行业决

定在国内建厂，使用国内奶源，但明

治乳业的价格会比国产品牌高出

30%，所以明治乳业的优势并不是十
分明显。

李锦表示，由于国内乳企与外资品

牌的双面夹击下，明治的品牌优势和抑

价能力并不十分明显。加之低温液态奶

对冷链技术和运输储存都有很高的要

求，明治要长久地克服从奶源地到工厂

的远距离运输问题较为困难。

“未来在市场争夺战中，明治乳

业需要发挥产品创新包括口味创新

等优势，并且要辅之以积极正确的营

销策略。”向建军建议。

新美航即将亮相
美航空业迎三巨头交锋时代
本报记者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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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空和全美

航空近日发表联合声

明，宣布在两公司

完成合并后，新

的美国航空集

团将在纳斯

达克上市，

而此次合并

将会产生全

球最大的航

空公司。

然而业内人

士表示，新美国航

空的出现很难改

变现有的竞争格

局，在达美航空与

联合航空实力不断增强

的情况下，三巨头将迎来更为惨烈

的市场竞争。

美航全美合并
获美司法部放行

“美国航空有强大的枢纽，但运

营能力较弱，在一些竞争激烈的航

线上不断亏损；而全美航空运营能

力良好，但没有强大的枢纽。美国航

空有 48 个全美航空不提供服务的
目的地，而全美航空有 64 个美国航
空不提供服务的目的地；合并能够

形成更加完善的航线网络。”银河证

券研究部交运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军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而他们不会选择与捷蓝航空等

小型运营商合并，因为其成本结构

和航线网络均不能形成优势互补。”

据了解，美国航空与全美航空于

今年 2月宣布合并。而就在 8月，因
担忧两家公司联手会形成市场垄断，

美国司法部长与得克萨斯州、亚利桑

那州等地的司法负责人向位于首都

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美国司法部认为，这两家公司

合并后将在美国市场形成垄断地

位，因合并将导致美国最大的 3 家
航空公司控制美国航空客运市场

80%以上的份额。
民航业分析人士林智杰则认

为，美国航空和全美航空最大的五

个枢纽并不重叠，合并后不会使主

要枢纽机场

的份额成倍增长，在两公司

运营的共 900 条航线中，仅
12 条是共飞航线，共飞航线年
收入仅 20 亿美元，在两公司业务
占比很低。

11月 12 日，美国司法部称，已

就全美航空与美国航空合并事宜与

两家公司达成协议。不过，美国航空

公司和全美航空公司合并案还需通

过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许可。

将形成三足鼎立格局

美国民航业在近两年行业整合

过程中，集中度大大提高，已经形成

巨型航空公司主导美国航空业的竞

争格局。近日，美国四大航空公司（合

并前）相继发布业绩统计数据。

据了解，美国航空实现扭亏为

盈，全美航空的主要航线运营情况良

好，美联航当季销售额同比增长

3.2%，达美航空国内航线的客运收入
同比增长了 11%。
“2008年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并购

美国西北航空，2010年美联航与大陆
航空合并，加上这次并购重组，美国

航空业将形成新美航、达美和美联航

“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而这三大航

空公司将占据美国国内市场份额

70%左右，将和其他的低成本航空包

括西南航空和捷蓝航空一起，参与市

场竞争。”李军表示。

而相较于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

竞争对新美航而言有着更大的挑战。

根据赫布斯特的数据显示，达美

和美联航在国际航线运营方面占有

极大的优势，2012 年控制了 71%的
国际运力，相比较之下全美航空和

美国航空所占的比例总和仅为

29%。
“不同于国内航线，国际航线有航

权上的要求，并且航权交易是单边协

议，而航权又是对等的，第三方很难打

破。新美航与其他两个公司差距很大，

要赶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李军称。

争相发力中国市场

美国航企近年来都加大拓展中

国市场。

目前美联航在亚太区域的网络

正在不断扩大，每周航班达到 320
个，其中，大中华区域开通的中美直

达航班每周 81个。明年 3月美联航
还将新开通每日一班的台北—旧金

山航线。此外，目前该公司还在商谈

有关夏季包机航班服务计划，希望以

此进一步推动在华业务增长。

而达美航空刚刚开通了往返于西

雅图和上海的直航新航线，继续加码

中美航空市场。与之相比，美国航空在

中国市场略显弱势。自 2006年首次进
入中国市场以来，美国航空仅运营有

3条中国航线，分别是北京—芝加哥、
上海—洛杉矶和上海—芝加哥航线。

“中美航线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盈利的航线，一条中美航线的盈利

将为一家美国航空公司带来 2亿至
2.5亿美元的盈利，抵得上三条美国
国内航线的盈利，抵七条大西洋航线

的盈利。”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研

究所所长李晓津称。

看到中国市场巨大的发展机遇，

美国航空于 10月 17日宣布，申请开
通中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美国

航空最大枢纽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
场的直航航线。 若获得政府批准，新

航线将于 2014年夏天开通。

明治再次下注中国 抛“本土化”战略拼市场
本报记者 赵玲玲

时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

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

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

革。”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

阶段：内外开放的同步进行和制度化吸纳境内境外的经济要

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高度发展的语境中，在信息技术将地球

改造为扁平的地球村的技术背景中，在平等化、共时性的基础

上重构中国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打造自由、平等和充分竞争

的市场制度，将是中国新一轮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推力。

一如所知，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着力于激发

国内经济生长和增长要素的同时，由于面临巨大的现代经济建

设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对外开放的做法之国策化也就被提上了

议事日程，并成为催生中国在过去 30多年的时间里经济高速

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无论在对内改革还是在对外开放方面，

宥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谨小慎微心态和纠结于通过经济成效

来获取政治认同和合法性的做法的明显功利色彩，对内改革和

对外开放均呈现出极大的制度缺陷。就国内改革而言，生产要

素的流动性往往面临着来自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限制，

在这一背景的长期运作中，中国经济在赢得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催生了市场秩序的无序化和泡沫化。实体经济并未因为经济

的快速发展而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相反，在资产泡沫化

的肆意喧嚣中被进一步虚置化，从而致使中国经济结构配置不

合理的问题进一步凸显，而相应的经济风险也进一步抬升。与

此同时，由于对外开放这一政策在提出伊始，其目的并非着眼

于中国经济应当融入到全球竞争体系中去，而仅仅是为了解决

中国自身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所存在的资金不足的暂时性问题，

因此，在有效的制度化建构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以政策代替法律

安排的倾向。功利取向的对外开放政策致使我们一方面不遗余

力地赋予外资经济以超国民待遇，在国内经济秩序中获享种种

超国民待遇，导致本就基础薄弱的本国民营经济在重大经济竞

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又对外资经济处处设限，在

其本应进入的重要经济领域设置进入壁垒，导致这些领域存在

着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局面，久而久之，一些重要的涉及国计

民生的经济领域成为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所谓自然垄断局面，

妨害了市场竞争的充分、自由、高效、安全，也相应地降低了中

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竞争力。这一点，只要看中国的经

济总量和中国总体国家竞争力在全世界的排名之强烈反差，即

可明了其中原委。

不仅如此，差异化的市场机制设置，导致了中国在内外开

放中出现明显的时空倒置：在本应融入全球经济竞争的历史洪

流面前，中国却出现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回潮；本应无差别执行

的反垄断法，却成了经济民族主义者挥洒的大棒，在砸向在中

国赢取了经济竞争优势的外资经济的时候，加剧了中国经济国

有企业的高度垄断化。

当下时代由于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全球经济前所未有的紧

密关联，意味着一国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着力

打造的是本国市场的充分自由竞争，确保各项市场要素仅仅是

基于市场需求本身而按照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在一国境内自

由流动；参与市场运作的主体应当获享充分的经济自由权以自

由、高效地参与市场运作；横亘在国内基于地区差异而存在的

经济要素流动的壁垒的被拆除和国内经济的高度一体化；表征

为市场准入机制、市场运行的行为监管法律体系和经济纠纷的

多维解决途径的法律安排；确立市场参与主体的基本角色和明

确政府作为公平市场竞争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仲裁者的角

色分离机制；市场参与主体的均值化和平等化建构，而不是基

于市场主体的身份属性的区分性或歧视性安排。而这些正是建

立完全自由充分的市场秩序，进而打通国内经济格局并强化中

国在全球竞争体系中应有的竞争力所必须的。

内外同步开放是中国
决胜全球的重要推力

【世界观 Review】

【一周 A week】

>>11月 19日，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
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世界经济 2013年和 2014年增
长预期分别从今年 5月底的 3.1%和 4%下调至 2.7%和 3.6%。

>>11月 20日，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表明，日
本 10月份贸易逆差为 1090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663亿元），
为连续 16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且创同月史上最高纪录。

上周

本周

>>11月 27日，英国公布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修正值；
美国公布 10月份耐用品订单数据、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
数、上周原油库存数据。

>>11月 29日，韩国公布 10月份工业产出数据，日本公
布 1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10月份消费价格指数、10
月份失业率、10月份工业产出数据。

美航和全美合并之后，美国航

空业将形成新美航、达美和美联航

“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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