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黄淑仪 美编：梁文珊

食品·行业

2019.7.24��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B08

□信息时报记者 刘芳

日前， 洽洽在上海举办坚果品

牌升级发布会， 宣布将把每日坚果

打造为未来核心业务的战略进一步

推进。纵观行业整体，随着坚果市场

规模的扩大，以三只松鼠、百草味、

良品铺子、 洽洽食品为代表的企业

正加速布局，通过技术、工艺、营销

等各方面的创新抢占市场， 行业竞

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洽洽聚焦坚果核心业务

在洽洽品牌升级会上， 洽洽副

总裁王斌表示， 洽洽瓜子是第一业

务线，洽洽坚果是第二业务线。对于

瓜子，洽洽会继续夯实主业，做深做

透，把瓜子业务做到更快更高更强。

每日坚果是洽洽坚果第二业务线的

破局点，洽洽将用 10 年时间成为世

界坚果领先企业。

实际上， 早在 2018 年 9 月，洽

洽食品在 2018 年全球战略合作伙

伴峰会暨里斯定位发布会上就提出

了夯实瓜子主干， 同时用未来 5 年

时间将每日坚果打造成公司未来的

主干， 瓜子业务和每日坚果业务分

别做到 60 亿和 40 亿的体量， 将公

司打造成百亿量级企业。

财报数据显示，洽洽食品 2018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 40.6 亿元，

毛利为 17.3 亿元，毛利率是 31.5%，

其中，葵瓜子产品收入占比为 67%。

从收入数据上来看， 洽洽食品的核

心利润和收入产品依旧为葵瓜子产

品。

随着洽洽食品的坚果产品规模

不断扩大，洽洽方面表示，公司未来

聚焦资源， 将坚果类产品打造成为

未来业务的主干产品。 从财务数据

看，2018 年洽洽的坚果类产品收入

为 5 亿元，占比总营业收入的 12%，

规模同比增长 103%。

行业巨头争相

IPO

7 月 12 日，以线上卖坚果起家

的互联网零食品牌三只松鼠正式在

A 股上市。 两年三次冲击 IPO 受阻

后， 三只松鼠终于叩开了资本市场

的大门， 从一袋坚果起家到成功

IPO，仅用了 7 年时间，也让行业为

之振奋。

在三只松鼠之前，洽洽食品、好

想你、盐津铺子、来伊份、有友食品

5 家企业已成功登陆 A 股。 而至今

仍在寻求 IPO 的企业并不在少数，

据中新经纬客户端不完全统计，截

至目前， 已经公开披露招股书但尚

未上市的零食企业共有 5 家， 分别

为进军高端零食的良品铺子、 黄晓

明代言的甘源食品、 小猪佩奇卡通

零食代工厂展翠食品、“劲仔” 主体

公司华文食品及生产“溜溜梅”的溜

溜果园。

实际上， 近年来国内包括坚果

在内的休闲食品市场可谓一片大

好。去年十月，由中国食品报与光华

博思特消费大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

《2018 坚果行业必读》报告显示，目

前我国休闲食品市场规模在 2017

年达到 4849 亿元，预计未来 5 年还

会保持 10%的增长率， 其中坚果炒

货类产品市场规模增长较快。

以三只松鼠、百草味、良品铺子

等行业巨头为例。 三只松鼠方面表

示，2018 年其坚果炒货销售额达

39.80 亿元， 占比 53.7%；《安信证

券》 研报显示，2018 上半年百草味

仅坚果系列销售收入达 12.85 亿

元，同比增长 150%；良品铺子相关

负责人表示，2017 年至 2018 年，其

坚果产品销售额增长 20%左右，预

计 2019 年增长也不会低于该数据。

重视提升产品附加值

坚果行业入局者众， 竞争加剧

的同时企业也在思考差异化转型，

提升产品附加值。营销层面，企业普

遍增加了广告投入， 同时进行品牌

升级； 工艺与加工技术方面，“有壳

变无壳”、“单品变复合”、 粗加工变

深加工等趋势越来越明显。

坚果产品工艺复杂化、 产品复

合化趋势明显， 有利于解决消费者

痛点，使产品附加值显著提升。

以洽洽食品为例， 此次品牌升

级着重包装与技术宣传， 新包装由

醒目的黄色、 放大的洽洽 logo 及

“掌握关键保鲜技术” 超级口号组

成，以此提升产品附加值。 对于“掌

握关键保鲜技术”，洽洽方面解释为

洽洽实行全产业链运营模式， 原料

全球直采， 锁定全球 9 大坚果原料

产地等， 保证洽洽坚果的新鲜、营

养、好吃。

百草味在去年也以“健康营养”

为宣传点进行品牌升级， 不仅展示

了全新产品包装和全新品牌视觉以

及“世界任你品尝”的全新品牌 slo－

gan，还重点强调其开创了“锁鲜装”

技术，让每日坚果干湿分离，其中的

水果干水分含量高达 14%~20%，而

坚果仁的水分含量在 4%左右，保持

产品品质的稳定。

三只松鼠成功上市、洽洽聚焦核心业务……

坚果行业竞争白热化

简讯

上半年营利增速不及预期

水井坊昨日股价跌超5%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芳）

7月22日，四

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水井

坊”）

发布2019年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水井

坊实现营收16.9亿元， 同比增长26.47%；实

现净利润3.4亿元，同比增长26.97%。从数据

来看， 水井坊较上年同期业绩增速显著放

缓。由于中报增速低于市场预期，年报发布

后，水井坊股价大跌。 截至昨日收盘，水井

坊收报46.86元，跌幅5.05%。

对于业绩增速放缓，水井坊解释称，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白酒行业受信贷去杠

杆、房地产加强管控等因素的影响，结束了

前两年的高歌猛进，增速有所放缓。 对此，

平安证券分析指出，一方面，水井坊在早年

布局的核心市场上，随着渗透率逐渐提高，

可拓展新区域减少，增速必然放缓；另一方

面，次高端行业竞争加剧，水井坊的渠道价

差优势、 抢占核心终端的领先优势等正逐

渐丧失。

据了解， 目前水井坊正加快高端产品

版块布局， 上半年推出了水井坊井台丝路

版、 井台珍藏版和臻酿八号禧庆版三款新

品。 业内认为，300~600元板块是目前白酒

行业增速最快的板块， 水井坊的高端产品

定位正是在这个价格区间， 也意味着竞争

的压力加大。

水井坊半年报还显示，2019年上半年

销售费用同比增长29%，达到5.4亿元。 水井

坊解释为“强化品牌知名度及进行新品推

广， 增加有效的电视和户外广告、 节庆促

销以及核心门店、品鉴会等投入所致。 ”而

从预收账款和现金流的数据来看， 公司这

几项指标均好于去年同期。

伊利推出益生菌新品

进军社交新零售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芳）

记者从伊利

方面获悉，在日前举办的“2019 中国商业

新趋势论坛暨伊小菌全球上市发布会”上，

伊利宣布推出益生菌类新产品伊小菌，以

此正式进军社交新零售。

据了解，伊小菌为固体益生菌饮料，伊

利甄选了来自全球益生菌行业的巨头———

美国杜邦公司的明星菌株， 主可有效助力

肠道健康。 产品规格上，伊小菌每组两盒，

每盒 10 袋，每袋 2 克，伊利方面表示每袋

的含量能够达到 2000 亿的活性益生菌。此

外，包装上，伊小菌用的是铝箔袋，这样可

以使菌株在常温中避免光照影响， 并有效

隔绝氧气，保持菌株的活性。

渠道上，伊利以社交新零售为切入点，

伊小菌此次合作的全渠道运营商是唐小

腰， 此前该公司已成功运营了唐小腰体重

管理项目，可以说在大健康产业方向上，唐

小腰汇集了一定的粉丝受众， 而运营伊小

菌，唐小腰能够更加精准地对标目标客户，

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

民生证券：2015~2018

年 ，

我国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模年

均复合增长率超

11%

，未来随人

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及城镇化加

快 ， 预计

2019

年行业规模将达

1.15

万亿元。 同时，我国主要坚

果品种人均消费量显著低于全

球平均水平 ， 未来仍有较大增

长潜力。 同时网络购物渗透率

加大，线上销售仍有空间，线下

新零售作为补充 。 据贝恩数据

显示，二、三线城市电商渗透率

与一线城市相比存在

2~3

年差

距，未来二、三线城市及农村市

场仍有较大发展潜力。

———摘自7月2日《线上线

下齐发力， 打造全品类休闲食

品巨头》

机构看好坚果行业

东方证券：

看好中国坚果

零食行业发展 ， 且认为未来商

超、品牌连锁及线上等多渠道并

进的格局仍将继续，各渠道龙头

仍有依托渠道特性，进一步做大

做强的能力和空间。目前商超渠

道仍为主力， 电商渠道迅速崛

起，成为拓规模 ，抢占市场的关

键

,

但目前红利亦有削弱态势。

接下来， 行业发挥各渠道

所长，线上线下多渠道并进的时

代。商超渠道现有品牌优化产品

陈列

/

导入大品类提升收益 ，潜

在品牌铺设强势单品提高盈利；

品牌连锁渠道现有品牌以加盟

拓规模、以新

SKU

提客单 ，后续

旗舰店形式带来渠道新业态和

内涵；电商渠道红利削弱竞争格

局趋稳，后续电商将通过产品区

分及线下布局逐步重视盈利、并

有望作为更多大单品孵化器。

———摘自7月19日《坚果零

食行业深度报告：一颗坚果的流

转，透视电商、商超及品牌渠道

异同》

洽洽每日坚果产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