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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四连亏，
“青蛙王子”被迫“
卖猪肉”，有业内人士表示：

企业跨界需警惕业务关联性风险
□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玫

近日，继农夫山泉跨界护肤领域，推出面膜、喷雾等美妆产品后，“中国婴童日化护理
第一股”中国儿童护理（前身为日化品牌“青蛙王子”）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进军急冻肉食
市场。 在服装、食品等企业多选择大举进军日化品类时，日化品牌“青蛙王子”为何选择收
购力裕国际卖起猪肉？ 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在企业跨界转型的背后，是中国儿童护理为
挽救持续低迷的业绩所做出的努力。 而企业跨界经营，也需警惕公司业务关联性的风险。

业绩连亏期望跨界止损
日前，婴童日化品牌中国儿童护
理发布公告称，拟投入4200万港元收
购百胜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力裕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 ( 下 称 “力 裕 国 际 ”)
80%股权。 交易完成后，力裕国际将成
为中国儿童护理的全资附属公司。
资料显示，力裕国际于2018年11
月1日在英属处女群岛注册成立，为
投资控股公司。 目前，力裕国际拥有
领先环球及其全资附属公司广州大
生农业食品有限公司的股本权益。 其
中，领先环球主要业务为通过批发以
及食物链分销渠道， 供应急冻猪肉、
牛肉及鸡肉等相关产品，其客户群逾
250个， 包括但不限于香港知名批发

品牌延伸不能没有边界
商及主要食物链公司。
对于收购力裕国际，从而间接进
军急冻肉食业务， 中国儿童护理表
示：“董事会知悉香港餐饮服务行业
一直存在高需求，而且与新鲜肉类相
比， 急冻肉类运输便利及利于保存，
更符合香港饮食业之业务需要。 经进
一步考虑餐饮服务行业之增长机会，
董事会认为，收购力裕国际以巩固公
司对目标公司的影响，令集团可进一
步参与香港急冻肉类买卖市场，集团
可从中进一步获益。 ”
其实，专注个护产品的中国儿童
护理突然选择进军急冻肉食， 业绩连
续下滑或是关键导火索。 4月29日，中国

儿童护理发布2018年财报显示， 实现营
收6.31亿元，同比下滑20.66%；股东应占
溢利同 比下 滑 152.68%， 亏 损4.31亿
元。 对此，其公告表示，主要是由于个
人护理产品业务收益减少，并且由原
来的生产制造转为代工生产，从而导
致个人护理产品业务收益下降。
这是中国儿童护理连续4年出现
亏损。 2015年财报显示，中国儿童护
理股东应占溢利同比下滑125.11%，亏
损5030万元；营收同比下滑38.37%，为
9.14 亿 元 ；2016 年 ， 营 收 同 比 增 长
9.39%，为10亿元，但股东应占溢利亏
损扩大至1.11亿元；2017年，股东应占
溢利亏损又扩大至1.71亿元。

不算明智之举？ 记者了解到，中国儿
童护理在跨界上的尝试已非先例。 早
年间，专注于生产中草药洗发水的霸
王 国际 集 团 就推 出 新 品——
—霸 王 凉
茶，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快消品类——
—
饮料市场；全球大型日用品生产商宝
洁公司，也曾生产过软饮料品牌“阳
光心情”和果汁品牌“普尼卡”；另一
日化巨头联合利华，也推出过“立顿”
牌红茶、
“
茗闲情”牌茶包等。

不过，时至今日，上述公司中，除
了联合利华旗下的立顿品 牌依旧 常
见，霸王凉茶在市面上已然“不见踪
影”；而宝洁则为了执行“瘦身计划”，
将“阳光心情”和“普尼卡”两大饮料
品牌出售。
对此，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行
业巨头跨界尚且如此艰难，可见“跨
界”一事对于企业来说，真的需要“三
思而后行”。

企业跨界背后有风险
除了急冻肉食，中国儿童护理在
进军多元化的布局上， 还涉足过 电
竞、借贷、物业、证券投资、电子产品
等业务。 与中国儿童护理一样，为了
扩大企业的经营版图，不少企业也尝
试跨界来布局多元化。 不过，跨界真
的有利于企业提升业绩么？ 记 者 发
现，在企业频频跨界的背后，有的企
业多年来的业绩也未见得有提升。
日化企业跨界食品市场，到底算

部分知名公司的跨界经营情况
企业名称

原来主业

跨界品牌

目前情况

联合利华 日化产品
“
立顿”红茶、
“
茗闲情”茶包
立顿品牌依然常见
霸王集团 中草药洗发水 霸王凉茶
“
不见踪影”
宝洁公司 日化用品
软饮料品牌
“
阳光心情”、果汁品牌
“
普尼卡” 将两大品牌出售

企业要进行跨界经营，该注意哪些
问题呢？ 营销专家、蓝莓会创始人陈特
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倘若尝
试关联度较大的跨界，应尽量降低品牌
之间的关联度。 比如，联合利华为茶产
品创立了“立顿”品牌，就是一个很好的
案例，将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印象和原来
的品牌进行了分割。 相比之下，霸王直
接将品牌的名字安在凉茶产品身上，虽
有利于产品打响名声，但这不禁会让消
费者在喝凉茶时产生一种“喝洗发水”
的错觉，这也是造成企业跨界失败的关
键因素。
对于中国儿童护理进军急冻食品
市场，陈特军表示，如果企业此举目的
真的是为提升业绩的话，那他认为成功
的可能性不大。“跨界布局多元化的前
提是要讲究逻辑并且顺其自然。 而跨界
的选择要么是在产品上有关联，要么是
围绕人群去开展。 ”陈特军告诉记者，企
业在布局多元化时，切忌盲目地追求风
口而忘记了企业的根基。
陈特军表示， 以中国儿童护理为
例，企业如果要跨界经营，应从儿童相
关产品入手，比如童装、儿童食品等，或
者完善婴童日化产品的上下游供应链。
相比之下， 企业选择跨界急冻食品市
因
场，这个跨界显得稍微缺乏逻辑性。“
为多元化版图想要助推企业业绩，要么
就是产品的供应链补强，要么就是企业
自身的产品线补强。 这种多元化才能对
业绩增长提供动力。 ”陈特军说道，不过
随着线上电商渠道的日益成熟，如今对
于企业来说，多元化布局的选择性也将
越发多样化， 但品牌延伸不能没有边
界。

新疆新增4个进境肉类口岸

上海2000余辆公交车将用上“地沟油”

据新华社电 地处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边境的新疆阿拉山口、 巴克图、 霍尔果
斯、吉木乃4个口岸日前正式获批进境肉
类口岸资格。 此举将有利于增强
“
一带一
路”沿线商贸往来，并丰富国内肉类消费
市场。
据乌鲁木齐海关介绍， 新的进境肉
类口岸投入运营后， 将进一步提升进口
肉类产品通关便利、实现进口直通，今后
进口肉类产品可直接运输至口岸查验场
地实施检验检疫。
截至目前，新疆共拥有7个进境肉类
指定口岸，分别为老爷庙、塔克什肯、乌
鲁木齐西站以及新增的4个口岸。

据 新 华 社 电 7日，随着第一枪
餐厨废弃油脂制备的B5生物柴油
加注到公交车油箱内，上海2000余
辆公交车将正式用上
“
地沟油”。 按
照当前的使用规模预计，2019年上
海柴油公交车及油电混合动力公
交 车 可 消 耗 近 2.2 万 吨 B5 生 物 柴
油。
B5生物柴油是使用餐饮行业
及下水管道废弃的“地沟油”，通过
一系列生化反应后，与普通柴油按
照5比95的比例调和而成的绿色能
源。 实践证明，加注B5生物柴油可
降低重金属及细颗粒物等污染气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
哈两国商贸往来愈加频繁， 哈萨克斯坦
肉类生产企业看好潜力巨大的中国消费
市场。 2015年，哈萨克斯坦正式向中国提
出进口牛羊肉申请。
乌鲁木齐海关口岸监管处处长关勇
表示，进口来源于中亚及欧洲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肉类及其制品，既能弥补中
国肉类消费缺口，丰富百姓餐桌，也有利
于带动新疆农副产品加工、 流通和贸易
发展。
“乌鲁木齐海关将积极推动进境肉
类指定口岸建设， 为肉类进口提供便利
化的贸易环境。 ”关勇说。

体排放量10%以上，氮氧化物净化
效率达80%。
据了解，上海目前每年产生的
餐厨废弃油脂达3万吨以上， 按照
制备比例，上海B5生物柴油年供应
能力预计达到约60万吨的规模。
“截至今年4月底，中石化上海
石油已在旗下247个加油站布点销
售B5生物柴油，如今生物柴油又正
式进入公交系统，这些都标志着餐
厨废弃油脂制生物柴油进入成品
油终端销售市场已经形成规模。 ”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分公司副总经
理、总会计师李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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