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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糖果年货势力

如何告别“春节依赖症”？

□

信息时报记者 陈雅菲

距离春节只剩一周， 羊城的年

味越来越浓， 各超市的通道也早已

成为了“年货一条街”，而过去占领

各家各户年货柜的“零食大户”也纷

纷出动。 记者注意到，作为“春节零

食大户”的传统糖果，依旧不遗余力

在刺激销量的最佳时机使出招式，

借此在其主要销售时间抢占制高

点。 但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我国传

统糖果市场疲态渐显，如何告别“春

节依赖症” 且挽回市场地位成为当

务之急。

春节依旧是传统糖果的“主战场”

记者在走访超市时发现， 大卖

场的主要通道已经成了“年货一条

街”。 在沃尔玛新港中路店，贺新年

的歌曲在超市内回响，往日的通道已

被布置成了糖果、坚果等新年礼品的货

架，旺旺大礼包、徐福记散装糖果、德芙

巧克力等春节“常客”如约而至，另三

松鼠、惠宜(

沃尔玛自有品牌

)等坚果

品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一直以来， 春节都是传统糖果

的主要消费节点， 利用此时间开展

营销是大部分糖果企业的惯常做

法。 据了解，雅客食品为了冲刺春节

年货的销售目标，从每年的 10 月、11

月召集经销商订货会。 以徐福记为

例， 其不久前就在广州举行了为期

三天的“宫廷年集”快闪活动，借力

《延禧攻略》《如懿传》等在荧屏上刮

起的“宫廷风”，开启线上线下互动，

吸引年轻消费者的目光， 发力春节

消费市场。 为迎合年轻人口味，该快

闪活动主打“互动性”，现场除了艺人

和观众互动的环节， 年集上还有手

工艺人制作糖画， 以及捏糖人等传

统手艺表演。

“对于不少传统的糖果品牌而

言，春节期间销量不达标，将事关全

年业绩表现。 对于他们而言，春节期

间的销售额往往占到全年销售额的

一半以上。 ”资深食品产业分析师、

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说。

而徐福记内部人士此前对媒体的透

露， 徐福记春节的销售额可以占到

公司全年的四成到五成。

糖果年货势力有所减弱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统糖果企

业对于春节年糖的销售显得越发依

赖。 但是，传统糖果“年货势力”却似

乎不如往年。 根据凯度消费者指数

在 1 月 22 日发布的《中国年味发展

趋势白皮书》， 对比以往的传统年

货， 坚果在此期间的渗透率为 39%，

并且在整个年货购物篮中涨势强

劲，糖果巧克力、膨化食品和饼干次

之。 可见，坚果在春节年货消费的势

头现已强过糖果巧克力。

一位超市的促销员告诉记者：

“每年春节旺旺牛奶糖都会卖得特

别好， 旺旺的大礼包也有很多消费

者选择， 但糖果没有前几年那么好

卖了。 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货品

种， 有些消费者会选择购买坚果来

代替糖果， 他们说是因为健康一

些。 ”广百股份的相关负责人也向记

者透露，今年广百超市瓜子、干果等

商品成为年货主力军， 消费者更热

衷于选择这类型的年货。

对此，朱丹蓬认为，纵观整个中

国糖果行业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

展，从 2015 年开始就已尽显疲态了，

最重要原因就是在整个消费升级以

及大健康意识的不断深化， 成为糖

果这个品类增长的最大阻碍。再者，

随着年货的品牌越来越多， 糖果不

再是追求健康的消费者对于年货的

唯一选择， 传统糖果的势力有所减

弱也是理所当然。资深零售专家、上

海尚益咨询公司总经理胡春也

认为， 消费习惯的转变是糖果

市场显露疲态的重要原因。 此

外， 有替代作用的坚果也正在

抢夺原本糖果市场的份额。

企业多渠道寻求突破

“大部分糖果企业在春节

的时候加大生产的投入， 满足

送礼、应节的需求，这么多年来没有

太大的变化。中国的糖果属性是和年

节相关联，成为这个行业的短板。 过

分依赖某个时间段的销售，其实风险

并不小。”朱丹蓬说。传统糖果品牌如

何摆脱春节依赖症，成为行业的重要

命题。 为了分散风险，徐福记方面曾透

露，“近几年， 我们也一直试图改变春节

依赖的局面，扩大非春节的销售和营销

推广，如春季会推出旅游产品、八九

月份会着重喜庆产品营销。 ”

“中国糖果市场难以再回到过去

的高增长时代，行业内企业之间呈现

的是挤压式竞争。 这种局面下，企业

需要找到新的内生式增长。 ”业内人

士说道。 记者注意到， 传统糖果企

业一方面正在加重线上布局的同时

也在加大研发的力度。徐福记徐福记

行销长乔瑞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今年徐福记年糖新品就有 8 个。 其

中，既有新年糖、酥心糖、沙琪玛等常

年畅销的明星产品， 也有牛轧糖、巧

克力、造型棒糖、曲奇饼干等近年风

行的产品。”另一方面，记者在电商平

台上还看到，德芙、旺旺、阿尔卑斯等

品牌旗舰店已有几十万到上百万粉

丝，几乎所有的品牌糖果网店都专门

开设了年货专区，而买赠、满减优惠

则成为吸客的利器。

简讯

飞鹤乳业战略成果暨可持续发展大会北京举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芳 ）

1月

24日， 飞鹤乳业战略成果暨可持续发

展大会在北京举行， 飞鹤乳业总裁蔡

方良表示， 2018年飞鹤提前53天达成

百亿目标， 百亿目标对婴幼儿奶粉行

业来说是一个关键门槛， 飞鹤乳业打

破了国产奶粉原有的市场格局。 2019

年， 飞鹤的目标是实现销售额150亿。

现场， 蔡方良分享飞鹤发展三个

方面的经验在于“打造高质量产品”

“赋能行业升级” “追求社会价值”。

飞鹤乳业首席科学家赵学军博士

表示， 在研发层面， 飞鹤立足于中国

母乳与中外宝宝体质差异， 研制“更

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的高品质奶粉，

解决母乳化脂肪、 母乳化蛋白和蛋白

过敏三大难题， 并以“更适合” 理念

扭转婴幼儿奶粉的选购标准。

蔡方良强调， 飞鹤创新布局的全

产业链模式目前实现了从源头各个环

节全程可控， 产品品质全面提升， 更

将实现“全产业链” 到“生态产业

链”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今后， 飞鹤

还将通过中国首家乳品工程院士工作

站等国内外平台， 实现部分原料自主

掌控， 让自主创新成果成为行业集体

智慧。

发布会上， 飞鹤乳业还发布了以

“责任铸就黄金时代” 为主题的 《飞

鹤乳业1962~2018可持续发展报告》，

内容围绕品质创新、 产业共荣、 生态

循环、 以人为本、 爱与责任五大领

域。

“如何对接整个新生代的核心诉求和需

求，成为各个企业都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这

需要企业在整个渠道、品牌、品类及消费者互

动方面展开一系列的颠覆和改革， 发力电商

这是企业对接新生代购物思维及购物行为的

一个转型，但关键的问题还是在消费端，其品

类能否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和诉求。另一方面，

当前传统的糖果企业， 已不能够匹配新生代

对于糖果的需求。 中国糖果未来还是要往高

端化、定制类发展。 ”

———资深食品产业分析师、 中国品牌研

究院研究员朱丹蓬

“糖果企业要走出困局增强市场，首先要

做的就是调研，其次是品牌定位，再者 ，是渠

道创新。 一线品牌可完善及补充自己的渠道

短板， 实施全渠道运作并自行开拓糖果专卖

店等第三终端；二线品牌可采取 ‘两栖 ’渠道

策略即固守原有渠道的同时开拓空白渠道 ，

力求做到产品与渠道的高度复合； 成长型糖

果企业可采取低端渠道全国的运作及局部区

域高端渠道运作的‘一高一低’的渠道策略 。

此外，除传统渠道外，电商、微商、移动网络等

新的信息平台， 是现今糖果企业拓展销售的

主要发展空间。 ”

———中研普华研究员闫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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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选购

新年糖果。 信息时

报记者 郭柯堂 摄

活动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