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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企业加码餐饮渠道

□信息时报记者 刘芳

日前， 三全食品宣布将推出高

端火锅料并在全国范围内招商， 加

码餐饮渠道的布局。 记者注意到，

三全、 思念、 安井等多家速冻食品

企业为了满足餐饮渠道的需求， 迅

速调整产品品类， 速冻面点类产品

正迎来较快增长。 有分析认为， 在

快速增长的冷冻食品行业， 竞争越

发激烈。 传统速冻产品与渠道渐入

瓶颈， 不少企业开始加码餐饮市场

以求突围。

三全推出高端火锅料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三全一

直是速冻面米制品生产企业。 事实

上， 早在2010年， 它就成立了火锅

事业部， 开始探索火锅料领域， 福

满记、 三全丸家等都是其火锅料品

牌。 三全方面表示， 今年企业扩建

了产能， 可以满足更多经销商需求，

因此推出高端火锅料， 进行新一轮

招商。 据悉， 餐饮企业是此次招商

的重点之一。

记者从三全方面了解到， 餐饮

业务已经成为该企业新的利润增长

点。 以三全与肯德基合作为例， 双

方共同开发的“大饼卷万物” 已经

成为KFC早餐的主力产品， 年销售

额约4000万元。

对于此次推出高端火锅料新品，

加码餐饮渠道的行为， 业内分析认

为正是三全适应市场与行业变化的

重要举措。 根据三全近三年财报来

看， 速冻水饺、 速冻汤圆和速冻面

点为公司的三大主要产品， 在营收

中占比都在30%左右。 速冻水饺一

直是三全最大的业绩支点， 但其

2018年财报数据显示， 三全速冻水

饺创收19.23亿元， 同比下跌3.12%，

为近四年来首次下滑。 此外， 三全

的汤圆、 粽子等业绩表现也不如以

往。

速冻面点类产品增长较快

近年来， 速冻食品行业在商超

等传统渠道的销量开始下降， 销售

渠道转型成为速冻食品企业的共识，

而增势明显的餐饮渠道被看成是行

业新的突破口。 为了满足餐饮渠道

的需求， 各大速冻食品企业迅速调

整产品品类， 其中， 速冻面点类产

品正迎来较快增长。

以两大行业巨头为例， 2017年，

三全食品一口气推出了40多个品项

的100多款产品， 囊括了速冻红

糖馒头、 半成品葱油饼冷冻面

团、 牛角面包、 蛋挞等预制食品的

所有品类。 2018年， 三全与肯德基

合作开发早餐市场， 2019年三全私

厨广式面点全国上市。

思念方面在2016年就把自己定

位为“餐饮专供速冻米面领导品

牌”。 2017年开始陆续推出手抓饼、

放心油条、 “中华面点” 馒头系列

等。 2018年8月， 思念食品携手外卖

巨头饿了么打造“思念暖厨”， 进军

外卖市场。 思念方面表示， 在新零

售崛起的大环境下， “思念暖厨”

品牌是品牌跨界营销的尝试， 实现

2C与2B结合， 互相赋能。

与此同时， 安井、 惠发股份、

佳士博食品、 海霸王、 福建升隆

食品等多家速冻食品企业， 近年

来也在餐饮领域不断探索， 或推

出火锅料， 或加大速冻面点制品

投入与布局， 以餐

饮为中心跨界其他

品类。

中国品牌研究院研

究员 、 食品产业分析师

朱丹蓬认为，中国速冻行业在

经过 接 近

12

年的 高 速 发展

后，开始进入行业天花板期。 在这个

时期 ，作为行业老大 ，三全 、思念等

企业都不能够独善其身。 近年来，依

托餐饮行业快速增长、 崛起的企业

非常很多 ，如恒天然 、雀巢 、联合利

华等。 未来，包括速冻食品企业在内

的食品企业都会在餐饮渠道发力。

目前 ，国内包含外卖 、团餐 、婚

庆等在内的餐饮市场有

4

万亿之

多。 餐饮市场社会化分工日益细分，

也给多年致力于标准化生产和全冷

链配送的速冻食品企业开辟了新的

蓝海。

业内人士指出，速冻企业集中到

餐饮赛道，必然会出现更加激烈的行

业竞争。 此时，谁能够真正满足餐饮

渠道需求，就能够赢得更大的市场占

有率，占得先机。

在近日的

2018

财年三全餐饮年

会上， 三全餐饮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三全餐饮成立七年来，各项指标呈高

增长态势，这与其不断进行组织和策

略调整、产品升级、渠道升级息息相

关，并提出

2019

年要挖掘、培育新品

类，构建大品类产品的场景矩阵。

简讯

2019第三届中酒展在济南举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芳）

8月

8日至10日， 2019(

第三届

)中酒展在

济南举行， 十场论坛、 三十多场活

动轮番上演， 主题囊括酱酒热、 葡

萄酒风口、 小酒市场、 精酿啤酒、

零售峰会、 新锐酒商联盟夏季峰会

等。

主办方中酒展方面表示， 展

会用产品打动经销商的同时， 也在

用思想带领经销商成长、 助推中国

酒业向前发展。

8月8日， 在第二届中国酒业工

商首脑会议暨中酒展主论坛上， 众

企业围绕品牌化、 体验化、 数字化

等命题， 为中国酒业未来指出新的

方向。

8月9日， 新锐酒商联盟夏季峰

会暨 《中国酒商转型白皮书2.0》

发布仪式上， 广西丹泉酒业董事长

吴荣全、 广西丹泉酒业、 源坤科

技、 商源集团、 成都左右脑咨询机

构等众多企业围绕“酱酒热” 和

“白染红” 等两大话题展开探讨。

据悉， 济南是新锐酒商联盟交流学

习的第六站， 先后到过成都、 淄

博、 富阳、 湖州、 临沂等地。

承德露露上半年现金流同比减少209%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郑晓玫）

承德露露

日前公布了 2019 年上半年财报。 财报显

示， 企业 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12.57亿

元，同比增长 6.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62亿元，同比增长 3.68%。 财报

中承德露露三项现金流数据皆为负数。 其

中， 经营性现金流出现大幅减少， 亏损

8804.35万元，同比减少 209.74%。

公开资料显示， 承德露露的主营业务

是饮料的生产和销售，属饮料食品行业，主

要产品是植物蛋白饮料———杏仁露， 是全

国最大的杏仁露生产企业， 年生产能力 50

多万吨。 2015~2017年，承德露露业绩却一

直处于下滑困境中，直到 2018 年上半年业

绩才实现回升。 财报数据显示，2015 年~

2017 年，承德露露营收分别为 27.06 亿元、

25.21亿元、21.12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 4.63

亿元、4.5亿元、4.14亿元。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承德露露产品结

构单一，是掣肘企业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财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承德露露植物蛋白

饮料

（ 露露杏仁露及其他）

营收 12.19亿元，

占比达到 96.95%；利润 6.53亿元，占总利润

的 98.26%。 而 2018年上半年，植物蛋白饮

料营收占公司总营收的 99.9%，公司全部利

润均来自植物蛋白饮料。

行业观察

品类丰富就能抢占餐饮赛道先机？

速冻面点类产品正迎来较快增

长。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