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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业上市公司2019年中报梳理

马太效应加剧

头部企业角逐高端

□信息时报记者 刘芳

随着各家乳业上市公司半年报陆

续出炉，2019 年乳品行业新动态、 新趋

势也开始显现。 中报数据显示，目前，伊

利、蒙牛业绩占据行业半壁江山，行业

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品牌、渠道建设对

于产品销售的拉动作用日益显著，头部

企业不断加大广告投入，线上渠道表现

良好。 同时，高端市场成为竞争高地，中

高端产品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伊利、蒙牛占“半壁江山”

国内乳业相关上市企业共 20 余

家，截至记者发稿前，已有 20 家企业发

布了 2019 年中报。 在营收方面，伊利和

蒙牛大幅领先同业者，两家乳企合计营

收 849.28 亿元，占 20 家乳企 1234.15 亿

元营收的 68.81%。中国农垦乳业联盟专

家组组长、 资深乳业专家宋亮表示，从

上半年业绩来看，整个乳业市场集中度

不断提高，伊利、蒙牛的业绩增长超过

整个行业平均增速。

数据显示，伊利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 450.71 亿元，同比增长 12.84%，净利

润 37.98 亿元，同比增长 9.51%；蒙牛乳

业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98.57 亿元，同

比增长 15.6%，净利润 20.77 亿元，同比

增长 33.0%。记者了解到，此次也是蒙牛

第一次半年净利润超 20 亿。

“从整体上看，20 家上市乳企中，约

有一半的乳企经营趋于良好，而另一半

则不太理想，可谓冰火两重天。 ”广东乳

业协会前会长、 乳业专家王丁棉表示，

第一阵营前三乳企排名未曾改变，但第

一第二与第三名的距离已越拉越大。 第

二阵营那 8 家乳企（健合、三元、澳优、

新乳业、现代牧业、雅士利、圣牧、皇氏）

活力依旧与市道不振者各一半。 第三阵

营 9 家乳企中，盈利者少亏损者多。“从

各家企业报表还可看出，市场集中度在

加大，呈现出强者越强，弱者趋弱之态

势，这种状况仍会延续至下半年。 ”王丁

棉说。

品牌渠道建设成效明显

随着消费升级与市场变化， 品牌、

渠道的建设对于乳企越发重要。“渠道

布局能力越强的企业，产品销售的情况

肯定越好。 有品牌拉动和渠道推动，大

型乳企的中高端产品的销售都保持较

高增长。 ”宋亮表示。

品牌建设方面，今年上半年，不少

企业都加大了广告营销投入。 伊利广告

营销费用上升 2.05%至 60.85 亿元；蒙牛

广告及宣传费用上升 10.5%至 48.80 亿

元。 光明乳业、三元乳业以及新乳业上

半年的广告投入分别为

2.72 亿元、2.17 亿元、2.27

亿元。

渠道开发建设上，除

了伊利、蒙牛头部企业，其

他企业同样在发力。 天润

乳业半年报中提到，2019

年上半年， 天润乳业销售

板块聚焦全国市场， 在深

入挖掘新疆市场潜能的同

时，精耕细作其他市场，拓

展线上业务布局， 逐步建

立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实现市场建设

新突破；燕塘上半年与社区生鲜连锁等

封闭渠道合作， 为其推出专属包装产

品，实现渠道与公司双赢。 此外，燕塘在

部分外埠市场开拓方面取得突破，省外

市场收入上半年同比增长 78.42%。

“从渠道角度来看， 产品线上线下

同步销售。 特别是线上的拉动作用不断

提升，无论是跟新零售充分结合的线上

活动， 还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对

于乳业的拉动都比较明显。 ”宋亮告诉

记者。 以伊利为例，其上半年电商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 31.94%。

中高端产品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乳业竞争的下半场，“高端”成关键

词。 这一点，在各家企业的半年报中也

有充分体现。 伊利半年报显示，报告期

内，“金典”“安慕希”“畅轻”等重点产品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未来伊利股份

将继续深化现有重点单品的创新升级，

持续通过新品研发推出来引领产品结

构化升级。 蒙牛方面，百亿级单品特仑

苏增速超过 20%、纯甄增速超过 24%、纯

牛奶品类增速超过 19%，均超过了整体

营收增速。

宋亮认为，大型乳企中高端的产品

仍然保持同比高速增长，说明消费者对

于中高端产品的要求越来越品牌化，对

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预计今年伊

利、蒙牛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长。 ”宋亮

表示，目前宏观消费形式变化很多，但

行业整体动向还是相对看好。企业还

会频繁通过新品的上市来提升和维

护原有高端产品的价格逻辑 。 近两

年， 中国乳制品整体在存量变化，价

格体系由慢慢破坏到成熟的过程，同

时，也是产品结构进行进一步调整的

重要时期。

简讯

“Doctors�Man水素水机”亮相广州氢气医疗健康展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芳） 在日

前举办的广州氢气医疗健康展上，

日本企业Doctors Man带来Marinage

品牌富氢水生成设备， 向消费者展

示高科技与水结合的“水素水机”。

Doctors Man品牌方介绍， 水素

水是指富含氢气的水，因日语中“水

素”是“氢”的意思。所以，有人称之为

“氢水”或是“富氢水”。 在日本，该

产品广泛运用于家庭及医院，是一种

日常保健和治疗的健康饮用水。日本

Doctors Man此次在中国市场推广的

是Marinage品牌富氢水生成设备，这

款设备的特点是注入普通饮用水后，

机器能瞬间产生出含大量氢气的高

浓度且口感非常好的富氢水。

记者了解到， 目前国内市面上

已经有很多与氢相关的产品出现，

但由于富氢水是个全新的行业， 消

费者了解不深， 市场上存在良莠不

齐的局面。 Doctors Man公司社长桥

本综介绍， 目前富氢水并没有明确

的标准， 市场上大部分的富氢水氢

含量在0.1ppm左右， 但根据2016年9

月国际水素标准化协会提出的行业

建议， 富氢水中每升水氢含量应达

到0.5ppm。

桥本综表示，电解产氢虽然原理

简单，但是如何持久产氢是个非常大

的技术难关。目前市场上大量主打富

氢水的设备，产氢能力都会随着使用

时长不断下降。 此外，普通电解产氢

除了产生氢还会产生其它气体、杂质

等。“不过，Doctors Man产品已经解决

了以上所有问题，是日本唯一拥有此

专利技术的企业。 ”桥本综说。

据悉，Doctors Man采用独特的加

压溶解纳米·发泡系统专利技术，将

日常饮用水倒入水机中，通过只允许

气体通过的透气膜产生气泡，将氢气

包裹在气泡并加入水中。因没有氢气

以外的气体混入，保证了水中更加安

全稳定的氢气浓度。

对于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桥本综

表示，富氢水未来将成为大健康领域

的王牌， 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希

望假以时日可以在中国市场得到推

广，让更多人知道富氢水的益处。

三只松鼠上半年营收超45亿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芳）日前，三只松

鼠发布上市后首份半年报。 财报显示，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11 亿元，同比增

长 39.58%， 净利润 2.66 亿元， 同比增长

27.94%。

三只松鼠方面表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全

面实施“全品类、全渠道、全下沉”经营战略，

从一个坚果品牌过渡为全品类零食品牌，提

供超过 500 款产品， 实现供应链的快速反向

定制， 自用户洞察到产品上线最快仅需 40

天。

全渠道建设方面，三只松鼠加快铺设以

品牌体验为核心的投食店及能够便利触达

用户的联盟小店，与主流电商平台、社交电

商、阿里零售通平台、自营 APP、团购等共同

构筑起公司全渠道营销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