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01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康源 E-mail：kangyuany@163.com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中国食品报道

+

相关

四大瓶颈阻碍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目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发

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农业

部农产品加工局（乡镇企业局）局长

宗锦耀近日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依然

大而不强，进一步加快发展仍然面临

着不少困难问题。未来中国农产品加

工业快速健康发展，应着力解决好技

术装备水平落后，企业科研人才不

足，科技创新投入少，自主创新能力

差，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农户、专业

合作组织和农村小企业加工设施简

陋、工艺落后、质量安全隐患突出等

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农产

品加工企业 40 万家，规模以下企业

数占总量的 80%以上，年销售收入超
过 500 亿元的企业只有 4 家，超过
100亿元的只有 21家。宗锦耀介绍，
目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初加工水平

低。农产品储藏、保鲜、烘干等初加工

设施简陋、方法原始、工艺落后，粮

食、马铃薯、水果和蔬菜的产后损失

率分别高达 7%—11%、15%—20%、
15%—20%和 20%—25%，产后损失
浪费严重。同时，农产品加工业结构

布局不够合理。目前农产品加工业依

然是星罗棋布，产业的集中度不高，

呈现出大群体、小规模。

同时，中国农产品加工业还面临

着四大外部挑战：一是税负重融资

难。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税负约占

销售收入的 8%—10%，而利润仅为
销售收入的 3%—5%。规模以上企

业贷款利率一般要在国家基准利率

6%的基础上再上浮 30%—40%，加
上贷款抵押物评估费等，融资成本

居高不下。二是生产成本上升过快。

加工成本的急剧上升和产品销售价

格的缓慢提高，导致加工企业利润

微薄，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升级，甚至

有些企业因此而采取偷工减料和降

低产品质量的方法维持运行。三是

出口难度加大。国际经济增长乏力，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壁垒频繁

设立，加上人民币增值，农产品加工

业“走出去”困难和风险增多。四是

行业引导能力和公共服务不足。长

期以来，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既

缺乏有针对性的扶持和引导，也缺

少健全的信息、技术、市场、融资等

公共服务体系。

1月 14日晚间，飞鹤乳业透露，
公司已经和吉林艾倍特乳业达成收

购协议，飞鹤乳业将斥资全面收购艾

倍特乳业。业内人士分析，此次飞鹤

收购艾倍特，主要是看中了其不可复

制的地缘优势、自有牧场的奶源优势

以及独有的渠道。飞鹤乳业完成收购

后，艾倍特将继续独立运营其原有婴

童渠道。

这是 2014 年乳制品行业首桩并
购案，拉开了 2014年乳制品行业兼
并重组的序幕。飞鹤乳业董事长冷友

斌表示，国内奶粉企业的兼并重组时

机已经到了，对于飞鹤而言，具有品

牌和渠道优势，有自身价值的企业将

是飞鹤重点考虑的收购企业。

五大乳企布局奶源地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入选国家重

点发展奶粉品牌的飞鹤来说，艾倍特

在母婴店渠道拥有的市场资源，有助

于飞鹤迅速扩展品牌力，提升销售。

中国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冯超群博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2013年，由于进口渠道受阻，中
国的乳业巨头们已经越来越重视自

有奶源的建设，大型企业纷纷斥巨资

投建奶牛场保障奶源，而竞争力弱的

地方中小乳企则因为资金紧张无法

像大企业一样拓展奶源而出现经营

困难。新西兰最大的乳企恒天然就是

看到了中国奶源短板的问题，也在中

国开始了奶源的布局，其最新发布的

战略版图中，计划在华建设 5—6个
牧场群，共计 30家牧场。冯超群表
示，谁掌握奶源越多，谁在今后的竞

争中就掌握话语权，谁就是王者。

“2014年，奶源争夺战还会持续，
政策会越来越严格，所以兼并重组也

还会继续。”一位知名乳企管理人士

表示。仅 2013年年末，就有至少 5家
大型乳企在国内外布局奶源地。相关

资料显示，2013年 11月 13日，伊利
宣布与斯嘉达达成战略合作，以缓解

奶荒压力；11月 15日，蒙牛宣布认购
原生态牧业 3.657亿元股份；11月 19
日，西部牧业宣布与伊利股份合资建

设千头牛场，为伊利乳业提供优质奶

源；11月 24日，皇氏乳业发布重大资
产重组进展公告，策划收购上游养牛

场或奶厂。

洋奶粉借壳落地

而《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

查细则(2013版)》的发布和实施，让不
少贴牌企业更加紧张。所以，接下来，

不少涉及洋奶粉品牌的兼并重组动

作也会很多。

2013年 12月底，合生元对外宣
布，以 3.5亿元收购湖南亚华旗下长沙
营可营养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报
资料显示，长沙营可由湖南亚华乳业

控股有限公司控股 82.01%，湖南长沙
亚华乳业有限公司持股 17.99%，其净
资产为 2.112亿元。而新成立的长沙营
可营养品有限公司具备国内婴幼儿配

方乳粉生产许可证，年产量可达到 3
万—5万吨，主营业务为生产婴幼儿配
方奶粉。

至此，在 2014年初，合生元终于
有了自己在中国国内的生产资格许

可证。业内人士表示，作为国内最大

的贴牌乳粉企业之一，在乳业政策向

贴牌企业一步步收紧时，合生元此举

就是为了给自己找条后路，因为 2014
年初，国家质检总局将会对所有的境

外乳品企业进行审核，法国的企业是

第二批。

冯超群表示，随着《婴幼儿配方

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2013版)》出
台实施，许多小型乳企为了力求生

存，将选择“投靠”乳业巨头重组，继

合生元收购湖南亚华、飞鹤并购艾倍

特之后，国内乳企可能掀起兼并重组

的高潮。冯超群认为，乳业新政大幅

度提高了行业的进入门槛，要求企业

提高设备及技术水平，如同一把刀，

将砍掉一部分不达标的企业。新细则

中关于自建牧场、原辅料检测、质量

安全追溯系统等方面的严格要求可

能会推涨乳粉企业的成本压力，冯超

群更是预计新细则可能会将 1/3的乳
企拦在门外。“目前来看大型企业已

基本达标，而相当一部分中小型企

业，则因为承受不了改建带来的巨大

成本而最终退出市场”。

奶源争夺 奶业整合加速

本报记者 张博

一场由包子引发的资本市场热潮还在发酵。

2013年底，21 元的“习总套餐”，不仅让庆丰包子铺营业
额飙升，在资本市场也掀起了“包子热”。

2014年初，拥有 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天津狗不理
包子也不甘低调，宣布将“走出去”并购美国一家知名连锁咖

啡企业，借助收购企业在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连锁
店，一举打入国际餐饮市场。

“习总套餐”引发庆丰包子加盟热潮

记者了解到，自习近平主席 2013年 12月 28日在北京老
字号庆丰包子铺就餐后，从 12月 30日上午 9点开始，庆丰包
子铺的加盟电话就一直处于忙碌状态。12月 29日下午，一篇
标题为《北京庆丰包子铺开店指南》的文章迅速在网络上传播

开来，让不少投资创业者动了心。公开信息显示，庆丰包子铺

截至目前共有 183家门店，其中直营门店 30家，余下的 153
家都是加盟店，门店基本上都集中在北京地区，据了解，庆丰

包子铺在北京市场的快速扩张正是得益于连锁加盟的模式。

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梁昌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

于庆丰包子，社会反响强烈，有许多外地店纷纷表示要加盟，

这是一个机遇，华天集团确实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西

城区将研究如何合作、融资、制定准入的质量标准，增加包子

的文化品位，引入现代管理制度，争取在全国推行连锁品牌发

展。

在特许经营专家李维华看来，目前来看，庆丰包子铺全国

加盟拓展绝对可行，不过在加盟方面，相比其他快餐加盟各有

利弊，并不具备特别的优势。“从总投入七八十万元（不计房

租）来看，相比一般的中式快餐式连锁，这个加盟的门槛还是

有点高。”

包子折射老北京小吃尴尬境遇

然而，在走访中记者也发现，除了护国寺小吃店、新川面

馆、华天延吉餐厅等连锁经营的老字号外，老北京小吃在北京

市的生存状况并不理想，更不能像成都小吃、沙县小吃、桂林

米粉这样全国各地随处可见。

多年从事餐饮行业的孙经理告诉记者，老北京小吃发展

掣肘的就是标准化的问题。在国内市场涌入了众多中式快餐

品牌，土掉渣饼等连锁餐饮企业都曾风光一时，这些品牌在扩

张过程中都遇到了标准化方面的难题，举步维艰。而真功夫、

金福祥、面点王、马兰拉面、谭鱼头、大娘水饺、吉祥馄饨、丽华

快餐、永和豆浆等中式餐饮连锁在解决了标准化问题后便开

始迅速壮大与发展。

从这一角度，庆丰包子确实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并

不是所有北京小吃都像庆丰这样容易标准化的。然而老北京

小吃以爆肚为例，爆肚满的传人向记者谈到：“普通人看来，爆

肚不过是用水把牛羊肚煮一下，可是我在我父亲身边，看他做

了 20年，就是不如他做出来的好吃。这些手艺，绝非无章可
循。”

另外，一些北京小吃渐入绝境，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

“起点低、费工夫、失手艺”。不同于正餐主食，由于小吃多为茶

余饭后之闲食，并非人们生活必需，且很多小吃的工艺复杂、

费工费火，买卖也不能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因而逐渐被商家

淘汰。此外，现在人们都讲求少食多餐，低糖健康，可老掌柜们

还抱着“块头求大、口味求重”的老观念，很难满足新的消费需

求。再加上一些掌握传统手艺的师傅年事已高不能授以教学，

制作技艺随之失传，很多传统小吃就难免“作古归西”。

专家表示，老字号小吃要振兴，最主要的就是从根本上向

现代企业制度靠拢，在技术、产品、服务、营销上不断创新，善

于运用品牌的价值，不断丰富老字号品牌的文化内涵，并充分

注重保护老字号这一品牌，同时保持自己诚信的商誉和秘密。

包子热了
“老字号”餐饮还凉

想要加盟庆丰包子铺，门槛并不低。根据庆丰包子铺官

网提供的加盟要求，在与加盟者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时，加盟

者需交纳 32万元，其中包括一次性加盟费 10万元，保证金
16万元，首年权益金 6万元；以后每年交费 6万元。

此外，以一个使用面积为 220平方米的加盟店为例，
装修费用大概需要 20万元左右，设备、设施及餐具需要
15万元左右，不计房租，前期投入（店铺正常运营）总共
大概约 70万元到 80万元。作为加盟商前期投资，软件投
入需要多少钱呢？餐馆老板贺先生给记者算了另外一笔

大账：人工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据了解，所有包子

铺内的员工包括值班经理都由加盟者自己招选，大约需

要 22—25人，总部提供统一的免费培训。假如雇用员工
22人，平均薪酬 3500元(工资加保险 )，一个月费用 7.7万
元；原材料和员工费用，这是不能节省的；另外，一个月流

动资金不低于 25万元；水电气暖一年不少于 30万元，一
个季度也不少于 7.5万元；房租以每平方米 10元计算，
一年下来大约 72万元，以季度计算，一个季度要支出 18
万元；其余偶发性开支、机器折旧、电话费等杂项大约 3
万元。一个月下来总费用大约 53.5万元，再加上前期投
入 70余万元，加盟店开张大概费用约 120万元。

庆丰包子铺
加盟开店需要上百万元
本报记者 闻笛

链接

2013 年是农产品价格低迷的一
年，也是最“不安全”的一年。2014年
粮食安全仍是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

容，目前文件已经印发至厅局级。据一

位看到文件的官员透露，文件主题是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现代农业发

展，推进农业现代化。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农业

部农产品加工局（乡镇企业局）获悉，

未来中国计划积极培育一批大型农产

品加工企业，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农业

部农产品加工局（乡镇企业局）局长宗

锦耀表示，将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争取

实现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年均

15%以上的增长目标，力争到 2020年加
速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实现由总量扩张

向转型升级、由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由

分散无序向集聚发展的“三个转变”。

利好刺激
涉农企业逆势走高

受一系列利好政策的鼓舞，2013
年 12月以来，沪深两市农产品加工概
念逆势走强，农业板块个股涨幅居前，

量子高科（300149）、大北农（002385）、
西王 食品 （000639）、正 邦 股份
（002157）等个股一度涨逾 4%。

农业部党组成员杨绍品指出，近

年来，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成

为农业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农产品

加工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

也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对

于实现“四化同步”、推进城乡发展一

体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农产品

加工业已发展成为产业关联度高、行

业覆盖面广、带动作用强的朝阳产业，

2013 年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
达到 7万多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
万亿元，利润超过 1.2万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14%和 16%。

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落

实，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外部环境。刚刚印发的 2014年中央
一号文件强调，要支持粮食主产区发

展粮食加工业；推进以设施农业和农

产品精深加工为重点的新兴产业；加

快发展主产区大宗农产品现代化仓储

物流设施，完善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

体系等，这些都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税负重、融资难成为目前农产品

加工企业面临的瓶颈之一。农产品加

工企业平均税负约占销售收入的 8%
—10%，而利润仅为销售收入的 3%—
5%。为此，2013年 12月农业部农产

品加工局、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三局正

式联合启动了农产品加工业重点项

目，计划在北京等 12个省（市）及黑龙
江、广东农垦，优选一批农产品加工重

点项目给予大额、长期融资支持，解决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融资困难，推动农

产品加工业又好又快发展。

龙头企业迎来并购机会

龙头企业上连市场、下连基地，在

加工转化、多重增值、打造品牌、开拓

市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宗锦耀

指出，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农产品加工

业发展，各级农业部门需要着力在初

加工能力、精深加工能力、副产物综合

利用能力、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能

力、集中区辐射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

能力等方面实现“六个重大提升”。着

眼于品牌培育，在农产品加工业市场

竞争能力上实现重大提升。培育壮大

骨干企业，打造一批创新能力强、加工

水平高、带动作用大的农产品加工龙

头企业；积极推进标准化和信息化，引

导企业强化质量管理，培育一批产品

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影响范围广

的知名品牌，培育和保护一批“中华老

字号”。

记者从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乡

镇企业局）了解到，在各项利好政策的

影响下，全国各地方主管部门也推出

了各种各样的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企业

发展的具体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各地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发展态势良

好。2013年，湖南省省级以上龙头企
业完成销售收入 3410亿元，占全省农

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的 60%，其中销
售收入过亿元的龙头企业达到 405
家，比 2009年的 228家增加近一倍；
安徽省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产值

6432.4亿元，同比增长 16.6%，预计全
年可达 7000亿元。

宗锦耀指出，中国改革的全面深

化将进一步消除体制束缚和政策障

碍，特别是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提出

推进土地、户籍和补贴制度改革，鼓励

和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推进家庭

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

共同发展，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鼓

励承包经营权向家庭农场、种养大户、

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流

转，这对于农产品加工业吸引工商资

本、建设原料基地、解决融资难、用地

难等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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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税负约占销售收入的 8%—10%，利润仅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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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上连市

场、下连基地，在

加工转化、多重增

值、打造品牌、开

拓市场中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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