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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民以食为天，粮油安全是民生福祉的重

要保障。全国人大代表，信阳信锐油茶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熊维政来自革命老区河南信

阳，这里也是优质茶油产区。在今年的全国两

会上，他提出了两项关于茶油的建议。

熊维政表示，茶油是世界四大木本油料

植物之一，其不饱和脂肪酸和营养价值优于

其他油类，是《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

要》大力提倡推广的食用植物油，也是联合国

粮农组织首推的卫生保健食用油。

加快优质高产油茶基地建设

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熊维

政介绍，全国油茶面积有6700万亩，低产低效

林占比40%以上，发展改造的空间很大。影响

我国优质油茶林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油

茶树种植后8年才能进入盛果期，前期投入

大、周期长，而林权融资办理难，给油茶种植

大户、专业合作社和油茶企业带来很大的投

资压力，影响造林积极性；利用弃耕地、荒山

荒坡、杂灌次生林新建油茶基地，加大低改

林、老旧林改造的政策导向不明确，有些方面

还受现行政策约束；适应各地种植的高产优

质油茶品种选育亟待加强，栽培管理和低产

油茶林改造技术有待规范提高；油茶树多种

植在山区丘陵地带，地势崎岖，油茶花果同

期，目前我国山茶籽脱蒲除杂采摘等环节机

械化程度低，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不足，专业技

术水平差，增加了人工成本。

为加快我国高产优质油茶基地建设步

伐，他提出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产业发展协作。国家

成立油茶产业发展协调办公室，统筹规划、精

准施策、加强协调、推进产业发展，适宜发展

油茶产业的省、市、县也要成立领导机构和办

事机构，抓好实施；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配套政策、

应用财政补贴、项目支持、贷款融资等多种手

段，鼓励、扶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油茶产业

流转荒山荒坡发展油茶，参与改造老旧低产

油茶林，走“公司垣农户”一体化发展路子；

三、加大科技支撑力度，组织科研人员围

绕油茶产业的品种选育、标准栽培、机械化生

产、新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攻关，提高油茶产

业的科技含量，走创新发展的路子；

四、把油茶产业纳入大生态、大农业范

畴，茶油及相关产品享受国家对农产品和生

态环保产品的扶持保护政策，放开有关政策

限制，促进油茶产业快速发展。

建设“信阳茶油”区域公共品牌
带动茶油产业发展

在革命老区信阳，油茶产业可以助力扶

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但由于当地油茶企业

规模较小，科技研发能力不足，致使品牌打造

能力不足，产品市场认知度不高，影响了油茶

产业发展和扶贫带贫作用发挥。

熊维政建议，把老区信阳的油茶产业做

大做强，使之成为老区信阳的绿色产业、富民

产业、朝阳产业，进而实现产业兴旺，助力乡

村振兴发展，需要建设“信阳茶油”区域公用

品牌，通过聚合资源、对接市场打通茶油产业

链上下游，以带动老区信阳茶油产业发展，助

力脱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

“信阳茶油”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得到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熊维政建议：国家农业农村部等有关部

委指导信阳作好“信阳茶油”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的总体规划，帮助信阳加强优良品种繁育、

产品溯源体系建设、加强新产品研发和检验

检测能力建设，把信阳茶油纳入消费扶贫产

品，加大茶油系列产品在中央地方主流媒体

公益宣传力度。

信阳信锐油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维政

熊维政代表：
建设优质高产茶油基地 助力老区脱贫攻坚

姻 赵兵辉

5月19日，红牛品牌拥有者泰国天丝集团

宣布，未来3年将对其在华业务进行一系列投

资，总额高达10.6亿元。就在几天前，华润怡宝

旗下运动饮料品牌魔力全新升级上市，不断

强化其在功能饮料市场的布局。

与此同时，东鹏饮料正在冲刺上市，魔

爪也在抓紧推中国本土化饮料……各大企业

动作频频，功能饮料市场成为业界关注焦

点。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功能饮料向来是快

消品领域的一块必争之地，疫情之下风口再

起，各大品牌摩拳擦掌准备分食市场蛋糕，

功能饮料的市场格局充满变数，大战一触即

发。

动作频频

泰国天丝此番在华系列投资，具体包括

深化在华合作伙伴战略关系、在中国设立新

的代表处、组建国内团队、扩建新的生产基地

以及推出集团旗下更多新产品，从而扩大品

牌在华影响力。据悉，作为投资计划的一部

分，泰国天丝决定将在北京市怀柔区建立新

的生产工厂。

而华润怡宝在继续做强包装水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功能饮料的研发和投入。5月15
日，华润怡宝旗下运动饮料品牌魔力全新升

级上市。业内专家分析指出，魔力的升级焕

新，预示着怡宝在运动饮料市场的加码。

4月24日，证监会网站显示，东鹏饮料已

递交招股说明书，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业内

普遍认为，一旦东鹏饮料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将借助资本力量迅速壮大，有可能在未来对

红牛形成威胁。

而就在东鹏饮料发布招股书之后不久，

魔爪推出了首款中国“本土化”的产品———柠

檬风味的“龙茶”。这被视为魔爪搅局中国功

能饮料市场的一步棋。

百事也将触角伸到了功能饮料市场。今

年3月，百事公司宣布拟以38.5亿美元（约268
亿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功能饮料制造商Rock原
star Energy Beverages，这一收购旨在巩固百

事在功能性饮料领域的地位。

风口再起

功能饮料是指通过调整饮料中营养素的

成分和含量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人体功

能的饮料。广义的功能饮料包括运动饮料、能

量饮料和其他有保健作用的饮料，其作用主

要是抗疲劳和补充能量。

随着消费升级的不断深入，消费者对高

品质健康生活的追求，也带动了功能饮料市

场的蓬勃发展。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

疫情期间，消费者对“提高免疫力”“增强身体

素质”等关乎身体健康的问题，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也将持续地改变消费

习惯，这就是市场日益迫切的健康需求。消费

端在不断倒逼产业端的创新与升级，推动着

食品饮料行业的转变。

谈到此次魔力产品升级，华润怡宝相关

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越

来越强，运动成为了消费者追求健康的重要

方式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运动、健身的

行列，运动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运动饮料品

类的成长，运动饮料成为必不可少的运动补

给消费选择。

据欧睿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功能饮料

零售市场总销售额约为540亿元，同比增长

10.3%。一方面,从2011年到2019年，中国功能

饮料零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已经高达16%。而

另一方面是，我国功能饮料的人均消费量每

年仅为0.5公斤，不足发达国家的1/14，这也从

侧面反映着我国功能饮料存在巨大的发展空

间。

朱丹蓬认为，此次疫情，对中国功能饮料

市场无疑是一剂强效催化剂，培育了更多新

消费者，也有望改变市场竞争的新格局。随着

消费升级以及越来越多消费者对功能饮料的

认可，品类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2020年风

口再起。

充满变数

目前，功能饮料市场已形成红牛、东鹏特

饮、乐虎、体质能量、战马等品牌。红牛仍然一

家独大，占57%的市场份额，东鹏特饮占15%，

乐虎占10%，体质能量占6%，XS占5%，战马占

4%。

根据华彬集团此前发布的消息，去年该

公司功能饮料板块实现销售额236亿元，其中

红牛全年销售223亿元，战马13.3亿元。

而据泰国天丝方面透露，去年半年时间

里旗下两款产品红牛安奈吉饮料和进口红牛

维生素风味饮料，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了10
亿元，覆盖全国24个省、直辖市的227个城市，

且仍在快速的拓展中。天丝集团还在中国注

册了新公司，以便未来创新和引进更多新产

品。

功能饮料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吸引了众

多新入局者，一些食品饮料巨头纷纷跻身这

一领域。统一推出了“够燃”、伊利推出了“焕

醒源”、农夫山泉推出了“尖叫”和“能量帝”，

同时一些国外功能饮料品牌也开始进入中国

市场。在华彬和泰国天丝围绕红牛商标贴身

肉搏之时，这些品牌纷纷发力，欲分食这块市

场蛋糕。

功能饮料市场存在的同质化问题，也让

各大品牌之间的竞争充满变数：重围之下，谁

能以消费需求为核心，谁就能拔得头筹。

《2019年快消品行业消费者趋势大数据

洞察报告》显示，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消费者对于饮料的需求仍然高涨。以90后和

95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年轻消费者，成为主力

消费人群，对饮料品质提出更高要求，健康、

低糖成为其选择的“新宠”。

“健康化、个性化、年轻化，这是功能化饮

料消费市场未来的核心诉求。”朱丹蓬表示，

很显然，功能饮料行业竞争已进入深水区，

谁能洞察年轻人需求，谁就最有可能真正在

未来健康化、年轻化的功能饮料市场突出重

围。

功能饮料市场大战一触即发

姻 刘漾波

近日，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的天

福号直营门店悄然升级，一改往日单纯销售

自有熟食及休闲零食的模式，新增生鲜果蔬

等老百姓刚需的经营品类，为周边居民生活

提供便利，蹚出了一条老字号试水新零售的

新路子。

便民为民初心不变

民以食为天，“米袋子”“菜篮子”一直是

保障百姓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如今，

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果，复商复市有序开展，

但大型商业超市等人流密集区仍然存在风

险，离家近的社区便利店成为老百姓购买日

常饮食的首选。

为了最大化方便周边居民生活，天福号护

国寺店率先变革，往日以熟食、零食为主的散售

柜台，现在被蔬菜、水果、生鲜、调料等展柜取

代，新增的蔬菜水果成为门店主角，不但保证新

鲜安全，价格也相对亲民。100平方米左右的店

铺，得益于日本设计师的空间创意，各展区错落

有致，一点不显局促，令人赏心悦目。

5月15日开业当天，老主顾刘大爷一见店

里新增的蔬菜水果便说：“以后买菜做饭不用

来回跑了，来这一趟就够了。”店长王丹介绍，

开业以来门店客流量明显提升，“人气更旺

了，我们工作更忙了。”

线上线下共同发力

据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天福号旗下直营门店有20余家，大多位于

北京二环内，周边配套的便利店相对较少，为

天福号直营门店转型提供了契机。未来，天福

号旗下直营门店将全面转型为一站式社区便

利店，试水“新零售”。

以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进程为核心要义

的“新零售”，其关键在于使线上的互联网力

量和线下的实体店终端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

力，从而完成电商平台和实体零售店面在商

业维度上的优化升级。

天福号旗下直营门店作为线下实体终

端，在服务百姓日常生活方面可以打通“最后

一公里”，并依托邻近社区的地段优势和传承

百年的品牌优势，为周边社区百姓的日常生

活提供极大便利，为丰富首都功能核心区配

套资源作出贡献。

因时因势创新前行

提到天福号，北京人最熟悉的就是“酱肘

子”。“天福号酱肘子”诞生于清乾隆三年（公

元1738年），已传承280余年。

历经岁月沧桑，当年的“刘记酱肉铺”（天

福号前身）如今已经发展为集农业生态种养

殖、食品领域、冷链物流等多元化产品和服务

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企业集团，年销售额超

10亿元、市值达20亿元。

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天福号刚开

始恢复生产时还是仅拥有23名员工、日产能

不过500斤熟肉、面积约150平方米的小“作

坊”。40余年的巨大变化，得益于天福号因时

因势不断创新。

北京天福号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天福号一方面高度重视产品、工艺创新，加大

科技研发投入，改进技术设备，利用科学流程

管理解决传统工艺传承难题，在保证产品品

质的同时提高产量；另一方面，不断提升经营

管理创新能力，抓住电子商务发展新契机，将

线下与线上经营相结合，创新经营模式，尝试

走多元化、国际化路线。

目前，天福号酱肉制品已发展为涵盖中

西口味的上百个产品门类，正通过直营门店、

商超柜台、电商等多渠道“飞入寻常百姓家”。

夏季来临
“奇葩”雪糕站上新风口

姻 陈雪柠

一年一度的雪糕大战再度开跑。与往年

甜甜蜜蜜的口味相比，今年的雪糕市场显得

“画风清奇”，东北铁锅炖、长沙臭豆腐、山东

葱爆牛奶、竹香粽子、螃蟹肥了……各种怪味

冰淇淋成功抢占冷饮市场的焦点位置。

雪糕市场早已不再是几家乳企独占鳌

头，越来越多口味独特、造型别致的产品竞相

出现，让产业迎来了新的增长风口。

地方特色 新口味层出不穷

打开红红火火的包装，里面是一个黑乎

乎的大铁锅造型。“锅”里有什么？牛奶雪糕中

夹着货真价实的葱花、胡萝卜粒，上面还覆盖

着满满的肉松。一口下去，五味交织，喜欢的

人觉得香葱中和了奶油的甜腻，也有不少人

难以接受，打上了“黑暗料理”的标签。

去年凭借咸蛋黄口味在网络上一举成名

的冷饮品牌奥雪，今年又推出了东北铁锅炖

口味。虽然消费者评价褒贬不一，却再度显露

出“网红”势头。

不只是东北铁锅炖，今年的雪糕市场可

谓是怪味雪糕“兴风作浪”，地方特色疯狂加

持。有的产品更是把以往鲜少使用的食材加

入了雪糕之中，名为“螃蟹肥了”的大闸蟹雪

糕，出自老字号中街冰点，可算是咸蛋黄口味

的升级版，以蟹黄调味酱模拟螃蟹特有的膏

腴味道。还有借助外形的，如老长沙“雪帝臭

豆腐”虽然外形黝黑，实际只是巧克力脆皮的

芝士豆乳口味雪糕。

此外，也有一些尚未走向全国但在当地

小有名气的特色冷饮。比如陕西一家冷饮铺

的泡馍糖蒜味、油泼辣子味冰淇淋，东北雪糕

品牌德式格兰朵推出的德式黑啤雪糕，江浙

沪市场的黄酒棒冰等。

甜咸之争 咸味雪糕成网红

喜欢吃枣粽子还是肉粽子，甜豆花还是

咸豆腐脑？饮食界讨论不休的甜咸之争如今

又蔓延到了雪糕行业。

CBNData发布的《2019线上冰淇淋消费

洞察》报告显示，普通口味已不能再满足挑剔

的“吃货”，越来越多消费者会购买并尝试一

些小众口味。同时，甜味不再是冰淇淋的唯

一，越来越多咸味冰淇淋进入消费者视野并

迅速增长。巧克力口味在70后和80后当中仍

有市场，但90后和95后已不再偏好。

“如果以前跟我说牛奶雪糕要和东北大

葱一起吃，我肯定觉得这是在交智商税，但现

在咸口儿雪糕还挺抢手。”市民王非在公司楼

下的罗森便利店看到，东北铁锅炖雪糕摆在

冰柜中的显眼位置，“就算你没吃过，周边也

肯定有同事吃过。”

咸味雪糕已经成为社交网站的热门话

题。记者在微博上搜索看到，以“雪糕测评”为

主题的短视频动辄就有十几万次的浏览、数

百条评论。在电商平台搜索也可以发现，咸味

雪糕在甜味雪糕的包夹中突出重围，抢占了

不少流量。从商品评价看，多数是满足猎奇心

理，复购的消费者并不多。

咸味雪糕突围走的是网红之路。奥雪策

划与设计部副总经理李荣铖曾在采访中表

示，“近几年来打造爆款的逻辑是用好眼球经

济，做一些有趣味性的创新产品，包装得可爱

一些，符合年轻人喜欢拍照、分享、打卡的需

求。也要利用好自媒体、流媒体、短视频、电商

等营销渠道。”

消费升级 新品牌抬高单价

网红雪糕的崛起伴随着另一个事实，那

就是雪糕价格的一路飙升。

在80后的记忆里，雪糕价格大多在2元到

8元之间。“吃一根8元的梦龙感觉已经很奢侈

了。”然而，近几年雪糕价格已经跨入了新的

消费区间，8元只是下限，上限达到30元左右。

例如网红品牌钟薛高，普通口味雪糕单支价

格在15元左右，如果是特殊口味，价格达到25
元。该品牌还推出过单支66元的“厄瓜多尔粉

钻”全球限量款雪糕。

这样的价格走势让诸多新品牌赚得盆满

钵满，也令不少老牌雪糕蠢蠢欲动。伊利就推

出了全新高端冰淇淋品牌“须尽欢”，造型采

用树叶形状，售价在20元左右，据称其在天猫

官方旗舰店首月成交总额便达到131万元。来

自冰城沈阳“中街冰点城”旗下的新品牌中街

1946，也在线上迅速占领一席之地，跃身为新

晋网红雪糕。

“目前，整个中国新生代的人口已经达到

了1.5亿，冰淇淋的消费人口接近3亿，中国的

冰淇淋行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增长风口。”中国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中国的冰淇淋

市场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创

新型、升级型产品出现在冰淇淋市场，对整个

冰淇淋市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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