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纵深 CORPORATE·INSIGHT

C2

配方奶粉“香精”调查：
国产乳企拒绝添加 外资品牌仍见香兰素
本报记者 夏 芳

近日， 有关婴幼儿配方奶粉中
添加香精一事， 成为行业关注的焦
点话题。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国
内诸多奶粉企业已经打出“拒绝添
加香精” 的口号并展开行动。 但是,
“香精”二字仍出现在一些国际品牌
婴幼儿奶粉配方表中。
那么， 在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添
加香精对婴幼儿到底会产生怎样的
影响？ 添加与不添加香精对企业又
意味着怎样的“商机”？

国内企业
拒绝添加香兰素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在婴
幼儿配方奶粉中添加的香精， 指的
就是香兰素。
资料显示， 香兰素是一种合成
香精， 通常分为甲基香兰素和乙基
香兰素， 具有香荚兰香气及浓郁的
奶香， 乙基香兰素香气较甲基香兰
素更浓。 是国家允许添加的食品添
加剂， 按国标添加不会对身体造成
伤害。 不过，长期食用香精奶粉，存
在着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国际组织
和国内外专家都在呼吁奶粉企业全
面拒绝香精。
“奶粉添加香精，宝宝必然会喜
欢喝， 奶粉的延续性也会非常好，”
圣元集团优博分公司总经理杨春艳
在 2019 年中国乳业高峰论坛暨“拒
绝香精奶粉在行动” 启动仪式上表
示， 行业人士非常清楚香精奶粉对
于宝宝意味着什么， 所以圣元集团
决定在奶粉中不添加香精，“这既是
企业价值观的选择， 也是奶粉从业
者的坚守。 ”
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小儿营养专
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 婴幼儿
保健专家蒋竞雄博士指出， 就配方
奶粉来讲，安全、消化吸收、营养成
分好以及不添加香精是好奶粉的一
个基本原则。
蒋竞雄认为，奶粉应该坚持“该
有的要有，不该有的最好不要有”的
原则， 包括香精在内的各种各样的
添加剂最好不要有。 从健康的角度
来讲， 孩子在出生的时候舌头上的
味蕾就相对比较发达， 我们强调的
是要保护孩子比较自然的口味。
作为一名在儿科领域从业 30
多年的工作者， 蒋竞雄一直倡导的
观点是， 让孩子有限的胃容量里装
对他们健康最好的食物。
蒋竞雄表示， 刚刚出生的孩子
的胃容量只有一颗葡萄大小， 再往
大以后孩子的胃容量只有自己的拳
头大小。 所以消费者要学会看食品
标签， 给孩子有限的胃容量里装对
他的健康最好的食物。
而在君乐宝奶粉研发总监刘建
光看来，奶粉添加香精以后，口感会
更浓，所以更容易让宝宝接受，这可
能还是出于抢占市场的考虑， 比如
吃了香精奶粉之后， 宝宝不容易转
奶。
飞鹤乳业质量管理总监张亮则
直言， 香精的最大作用就是掩盖异
味， 比如说奶粉里面会添加一些来
自鱼油的 DHA， 它本身就有腥味。
如果质量控制不好的话， 可能就需
要通过香精去掩盖奶粉的异味和腥
味，或者储藏不当等因素，也会对于

天然奶香味有损失， 只能借助香精
去弥补。
江西美庐集团总裁周晓法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部
分进口奶粉中还添加香兰素， 这是
由于欧洲标准和中国标准存 在 不
同。 欧洲的标准是可以添加香兰素
的，他们有法律和临床试验的依据。
而美庐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不添加香
精及蔗糖， 这是一家奶粉企业的从
业原则和守则。
那么， 添加香精在奶粉成本中
占多大的比重呢？ 添加与不添加对
产品销售有何影响呢？
乳业专家宋亮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香兰素就是调剂
口感的， 自然萃取的香兰素会贵一
些，人工合成的则便宜，在一罐奶粉
中的成本大概是 2 元。
在宋亮看来， 奶粉中添加香兰
素对成本增加不大， 添加与不添加
对企业产品销售带来的影响， 则要
看消费者对品牌的选择和认知。
同样，在 2012 年就提出拒绝添
加香精的知名奶粉从业者对 《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奶粉中的香精价格
不高，因为添加的都是化学香精。 毕
竟，天然香精不便存放。
在上述人士看来， 奶粉中添加
香精，不是为了卖高价，而是为了改
善干法工艺奶粉的口感， 让宝宝更
爱喝。 相对而言，相当于干法工艺和
添加香精， 奶粉企业养殖奶牛的成
本更高。 所以，干法模式也直接影响
奶牛养殖行业。

部分外资品牌
可见添加香兰素
《证券日报》记者走访北京某大
型商超发现， 在婴幼儿配方奶粉货
架上，有国产品牌飞鹤、贝因美，也
有外资品牌惠氏、雅培、美赞臣、美
素佳儿、爱他美等。
通过查阅上述奶粉品牌的配料
表可见， 一段婴幼儿配方奶粉中均
未找到香兰素、麦芽糊精等。 但是，
一些外资品牌的 2 段、3 段、4 段奶
粉中依然有香兰素。
具体来看，国产品牌飞鹤、贝因
美两大品牌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中，
不管是 1 段还是 2 段 3 段奶粉，配
料表中均未添加香兰素。 但是，在惠

氏 S-26 铂臻 4 段奶粉中有添加乙
基香兰素。 同样，在其 3 段奶粉的配
料表中也添加香兰素。 不过，在惠氏
启赋的 2 段配方奶粉中则不添加香
兰素。 另外，雅培铂优恩美力 2 段配
料中也添加了香兰素。 同样，来自荷
兰皇家美素佳儿原装进口的 4 段奶
粉中和 Friso 美素佳儿 3 段奶粉中
也有添加香兰素。
值得一提的是， 上述奶粉在该
商场都在打折促销，飞鹤星飞帆除 1
段外，其他配方奶粉八六折销售；雅
培菁挚欧亲 2 段、3 段婴幼儿配方奶
粉八三折销售； 雀巢 3 段、4 段婴幼
儿配方奶粉进行八三折销售； 贝因
美婴幼儿配方奶粉 （除 1 段外），七
七折销售； 美素佳儿妈妈粉买一送
一。
据记者了解，目前，根据国标规
定， 在华销售的 1 段配方奶粉禁止
添加香精， 但是，2 段和 3 段配方奶
粉并不禁止添加香精。 不过，长期食
用香精奶粉，对于宝宝来说，存在着
诸多不利影响。 因此，国际组织和国
内外专家都在呼吁奶粉企业全面拒
绝香精。
采访中， 对于配方奶粉中添加
香兰素的目的， 行业内人士均指向
了“为了口感”，但在儿童营养学家
和行业从业人员看来， 不添加任何
香精对孩子营养健康是有好处的。
“食物中增加任何东西都是需
要成本的，有需要才添加，很明显，
香料并不是必须添加的”，乳业资深
王丁棉表示，因为香料并非营养素，
只是改变风味口感而已。 小孩子如
果从小就食用未添加香料的奶粉，
那 么他不会拒绝其他任何品牌 产
品； 可是如果一旦吃了含有香料的
奶粉，他就可能对该产品产生依赖，
“
‘添香’ 只不过是企业诱导性消费
的一种方式， 建议消费者还是选择
未添加香精香料的产品。 ”
维爱佳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奶粉的配
料表是由各种原料名称组成， 别以
为各种原料的排列顺序是随机的。
各种配料的排列顺序隐藏着另一个
信息：原料的添加量。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
“配料表中各种配料应按照制造或
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一一
排列，加入量不超过 2%的配料可以

不按照递减顺序排列。 ”
上述负责人表示， 蛋白质、脂
肪、 碳水化合物三大功能营养素是
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的必需成分。 另
外， 还有 13 种维生素和 12 种矿物
质也是都必须成分。 而胆碱、 牛磺
酸、DHA、ARA、乳铁蛋白等都是可
选择成分。
既然一罐奶粉中添加香兰素的
成本在 2 元左右， 国产奶粉都提出
不添加，那么，为什么外资品牌仍在
添加呢？
对此，宋亮表示，外资奶粉品牌
中仍添加香兰素的， 都是一些老配
方品牌。 新配方品牌会在工艺上进
行创新， 同样可以生产出宝宝喜欢
的口感的奶粉，但不必添加香兰素。

高品质是赢得未来的砝码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婴幼儿配
方奶粉市场一直是国内外奶粉巨头
看好的市场，在过去的十年中，外资
奶粉品牌占据较大的份额。 在经历
2018 年洗牌之后，大量杂牌、贴牌和
假外资品牌都已经退出市场， 行业
格局基本稳固。 从近两年的数据来
看， 拒绝添加香精的国产品牌靠品
质赢得市场，实现较大的增幅。
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婴幼儿
奶粉市场销售额达到 2221 亿元，同
比增长 18.6%，预计至 2020 年，中国
婴幼儿奶粉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张至
2955.1 亿元。
不过，2019 年，对于国内外奶粉
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日子难熬”的
年份，“肉搏战”已经悄然开始。
“坦白地讲，其实在配方奶粉注
册制度实施之后， 我觉得竞争是加
剧的，这应该是更加充分的竞争。 ”
杨春艳称，由于竞争压力加剧，无论
是国产品牌，还是外资品牌，都在把
精力花在做品牌营销、 配方研发和
母乳研究上，这是一件好事。
基于此， 国内外奶粉企业都在
走“差异化”路线，比如羊奶粉、有机
奶粉、乳铁蛋白奶粉、OPO 奶粉、益
生菌奶粉。
“奶粉行业竞争加剧，意味着门
槛提高了， 大家面临的都是旗鼓相
当的竞争对手，都具备一定实力。 ”
刘建光认为， 如今奶粉的品质完全
可以放心， 现在奶粉企业的竞争正

在从市场驱动转向技术驱动。
事实上，从飞鹤乳业打造“更适
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 确立了其
在国产阵营老大的地位， 到君乐宝
旗帜奶粉实现“2 小时快速成粉，最
大化保留了原奶中的免疫活 性 物
质”的加工创新，借此仅用五年时间
便跻身中国奶粉行业一线阵营，再
到圣元坚持“仿生配方，世界资源助
力中国宝宝成长”的经营理念，迅速
让圣元优博成为中国奶粉市场的超
级大单品，不难看出，配方奶粉的竞
争时代已经全面到来。
业界人士表示， 由于消费意识
的觉醒和奶粉知识的普及， 消费者
格外重视奶粉配方，因此，本土奶粉
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进行配方研发， 从而初步扭转了洋
奶粉垄断市场的状况， 并大幅提振
了国产奶粉在消费者心中的信心。
张亮指出， 如今的竞争对手都
旗鼓相当， 在同一环境下要做出不
同的产品，就倒逼奶粉企业练内功、
去深挖，然后，才能够有更多创新。
尼尔森公布的 《2018 年中国婴
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环境洞察》 报告
显示，2018 年国货奶粉市场份额从
2017 年的 40.7%上升至 43.7%，销售
额 增 速 从 2017 年 的 14.5% 上 升 至
21.1%。
据京东集团副总裁、 消费品事
业部总裁冯轶介绍， 自 2016 年起，
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在京东超市连
续 4 年实现销售高倍速增长， 增速
超 100%。
iiMedia Research (艾媒咨询)调
研数据显示，目前有 19.7%中国消费
者更倾向于购买国产奶粉，并且三、
四线城市消费者对于国产奶粉信心
更强， 购买国产奶粉意愿比例分别
为 28.1%和 28.9%。
业界有一种共识，在品质、奶源
和工艺上， 国产奶粉都完全不输于
进口奶粉，因此，在配方竞争时代，
国产奶粉还能继续占据更多的市场
份额。
“现在的 90 后、 以及五年后的
00 后的妈妈们， 他们会掌握更多的
育儿知识和儿童营养健康知识，他
们更注重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 ”周
晓法表示，过去靠“买赠”赢得消费
者购买的时代已经过去， 企业要想
实现更好发展，品质是前提，其次要
与消费者建立深层次的互动。
同样， 维爱佳上述负责人也表
示，“接下来我们将努力打造整条产
业链上垂直整合， 打造完整的自有
供应链体系。 包括向上游领域延伸，
改造升级喷粉塔、入股或收购农场，
与周边奶农联合开发有机农场等；
同时也会向下游延伸， 培养和组建
销售团队， 进军深层的市场领域甚
至零售渠道等， 持续为全球的消费
者提供安全、营养、高品质产品。 ”
而据记者了解， 维爱佳作为行
业中的生力军， 通过近几年的市场
运作， 目前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均有
非常可观的销量。 与此同时，
VIPLUS 也在积极开拓其他海外市
场，目前产品也同时销往越南、柬埔
寨、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以
及中东国家和地区。 并在 2017 年通
过了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新 政 审
核，包含婴幼儿羊奶粉、牛奶粉三个
系列九个配方， 罐体均有国食注字
号。

以量补价效益优先 方大炭素做强做大主业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欢

近日， 方大炭素在甘肃兰州市
红古区海石湾镇召开 2018 年年度
股东大会。 该公司董事长党锡江率
领董监高团队出席股东大会， 此次
股东大会还吸引了包括投资者、媒
体记者在内的众多人士参与。
2018 年， 方大炭素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93 亿元,
董事长党锡江表示：“目前，公司的
炭素制品产能达到了亚洲第一、世
界第二。 未来公司将围绕打造世界
第一强、 第一大炭素强企的目标，
继续做优做强做精石墨电极、炭砖
和炭素新材料三大拳头产品，同时
加快炭材料新产品的研发，在核用
炭材料研发、石墨烯积累研究等领
域取得突破。 ”

以量补价争取效益最大化
年报数据显示， 方大炭素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6.5 亿元，同比增
长 39.52%； 实现归母净利润 55.93
亿元，同比增长 54.48%；经营净现金
流为57.14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
长 65.2% ； 年 末 资 产 负 债 率 为
16.02%，同比下降10.92个百分点；生
产石墨炭素制品18万吨， 实现营业
收入113.8亿元，同比增长46.06%。在
多项财务指标表现靓丽的情况下，
公司2018选择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4.9股，不分红，不送红股。
对此， 有投资者提出：“2018 年
公司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是 什
么？ ”方大炭素董事会秘书安民向投
资者表示：“公司最近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为 30.94 亿元，最近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 为
34.37 亿元，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 111.09%，达到并已超
过规定的现金分配比例要求， 所以
今年不进行现金分红。 ”
有投资者提出，公司在未来能否
为股东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 安民

表示：“在中国炭素市场饱和的情况
下，公司分别在兰州和眉山投资建设
生产线，显现出我们对炭素生产经营
管理的自信，我们有自信向世界第一
大炭素企业前进，也有自信能给股东
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 ”
财报显示，公司 2019 年一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 18.01 亿元；实现归母
净利润 7.13 亿元。
光大证券研报认为，展望未来，
由于石墨电极产能逐步释放， 供给
呈现增长态势， 预计石墨电极价格
整体将呈现震荡下行的趋势。
对此， 方大炭素董事长党锡江
表示：“在市场价格呈下跌的情况
下，方大炭素提出的发展思路是‘以
量补价’，用提高生产量来弥补价格
下跌带来的影响， 争取公司效益最
大化。 ”

持续做大主导产品
据《证 券 日 报》记 者 了 解 ， 公

司拥有石墨电极产能 16 万 吨 ， 目
前与宝钢合作的“宝方项目”在兰
州 红 古 区 投 资 建 设 年 产 10 万 吨
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项目， 计划 总
投 资 额 为 27 亿 元 ， 建 设 周 期 两
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 都蓉光炭
素及其全资子公司眉山方大蓉 光
炭素在甘眉工业园区投资建设年产
5 万吨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及特种石
墨项目，项目投资概算总额为 14 亿
元。 建成后总产能将达到 31 万吨，
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巩固。
党锡江表示：“方大炭素作为行
业的领军企业， 还得继续把主导产
品做强做大。 根据中国钢铁高质量
发展的趋势， 方大炭素与宝钢合作
建立的“宝方项目”，主要做超高功
率石墨电极产品。 同时我们在眉山
投建的项目， 也是为了改善产品质
量和产品结构。 ”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方大炭
素核电重大“炭堆内构件制造技术
研究”通过国家能源局的正式验收，

形成了一系列课题成果和技术秘密
等知识产权， 成为国内高温气冷堆
唯一炭素材料供货商。“超高功率石
墨电极研制” 项目获甘肃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Φ700mm 超高功率石墨
电极” 获甘肃省优秀工业新产品特
等奖。
不仅核电和石墨电极研制方面
有所突破，公司还在 2018 年积极推
动了石墨烯新材料领域 的研发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份 ， 全 资 子 公 司
成 都 炭 素 出 资 1500 万 元 ， 参 股
30% 设 立 四 川 铭 源 石 墨 烯 科 技 有
限公司。 谈及 公司参股石墨烯 科
技公司， 董事长党锡江向投 资 者
表示：“石墨烯科技公司的成立则
是 为了进一步推进了公司在新 能
源、 新材料领域的研发及应 用 的
融合。 ”
“把研发放在成都，主要是为了
吸引人才，成都的环境好，能够留住
人才。 ”安民进一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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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重组两大主业
转型生态产业服务商
本报记者 李春莲

在成为节能环保领军企业多年后， 亿利洁能正
在开启新一轮转型。
5 月 6 日，亿利洁能发布公告称，收购集团旗下
另一个战略板块“生态股份”100%股权。 此次收购之
后， 生态修复业务和洁能环保业务将双双集中于上
市公司平台。
看似一次简单的架构重组， 背后却是亿利洁能
的战略转型：由“生态修复、洁能环保”双核驱动整合
提升为生态产业服务商。

转型生态产业服务商
从北京出发， 沿京藏高速行车两小时可达京张
冬奥廊道。 5 月份的山坡绿意盎然，深色的光伏板错
落有致。 这里是前往冬奥场馆的必经之路，光伏廊道
的建设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绿色风景线。
时间回到五年前。 2014 年 3 月 14 日，张家口市
人民政府与亿利生态股份签订“崇礼申奥绿化工程”
合作框架协议。 重点修复北山、尚义、崇礼等地的废
弃矿山，以及通过 3 万亩造林，实现对废矿山的整体
绿化和景观打造。
两年后，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城市，张家口
市出台了《京张奥运迎宾廊道光伏规划》，在 G6 高速
张家口 85 千米范围内生态修复场地的基础上，规划
装机容量 1550MW 光伏项目。
其中，亿利中标 240MW，项目采用“宜林则林、
宜草则草”的形式，在生态修复基础上，将其建设成
富有魅力的景观廊道。 按照规划，京张奥运廊道是一
个集生态修复、生态景观、清洁能源“多位一体”的生
态 + 光伏项目。
亿利集团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这些年，亿利给人的印象是生态修复企业，实际上
我们更多是平台型企业， 亿利的优势主要在于生态
修复的基础上实现土地增值和产业导入。 随着亿利
‘生态修复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逐步成
型，未来，将有更多类似的项目得到复制。 ”
与传统污水处理、固废处置不同。 生态产业服务
是跨产业、跨领域、跨地域的综合性新兴产业。
近些年， 可以说， 亿利旗下两大主业“亿利洁
能”、“亿利生态”双轮驱动。 2017 年，亿利洁能收购荷
兰弗家园，获得了全球水土修复的领先技术。 亿利生
态与挪威 ScanWater 签约， 生态规划的能力成倍提
升。 但如何更好实现业务协同，系统化修复、拓展生
态修复更下游的市场，是近年来首要考虑的问题。
有券商研究员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两大主
业合二为一，生态产业上下游被打通，有利于客户资
源实现共享，技术优势实现互补。 ”
值得一提的是，在 5 月 14 日，亿利洁能发布公
告约两周后，MSCI 发布公告称， 将把现有 A 股的纳
入因子提高一倍， 在三千多家样本中选取了二百多
家样本，亿利洁能等 18 家业绩高成长个股入围中国
中盘股指数，成为新进的“中国概念”。
对此，上述分析师认为，虽为民企，但亿利无论
从技术还是商业模式上已赢得产业的信赖和尊重；
生态修复产业趋于成熟， 市场份额争夺也随即告别
丛林时代，资本市场正在关注新的价值；此外，亿利
生态产业服务商的战略蓝图已然成型， 随着两大主
业的重组，一个更大的行业头部企业正在崛起。

深耕细作布局全产业链
“30 年来，亿利转型过许多次。 ”一名在亿利集团
工作超过 25 年的高管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前十
年，治沙只是为了保住盐厂活命；第二个十年，治沙
产生了利益的空间；第三个十年，亿利获取了全球的
技术、金融、人才的支持，真正实现了生态修复与产
业的融合。 可以说，亿利每一次转型，都让生态和产
业有了更紧密联系，现在，我们正向着世界领先的生
态产业服务商迈进。 ”
据了解， 生态企业的发展路径主要有两类：一
是迅速扩张做大市值； 二是精耕细作布局全产业
链。 亿利选择了后者，以技术积累和协同的商业模
式， 致力于生态修复和绿色生态产业的融合发展，
实现战略转型。
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表示， 生态产业服务模
式，就是在亿利 30 年发展经验上提炼而成，即通过
规模化生态修复，实现农业土地、工业土地、城市土
地的增值，导入包括洁能环保产业、文化旅游产业、
生态康养产业、农、牧体验产业等绿色产业，实现多
重生态产业收益， 这也是生态产业服务的蓝图和造
血模式。
需要一提的是，近些年，随着城市土地增值空间
扩大，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利好推动下，亿利从沙漠
走向城市，斩获许多生态修复订单。 生态修复也因此
成为了生态产业服务商盈利模式的前沿阵地。
目前，生态修复的模式以 EPC、PPP 为主，是亿
利的短期收益来源，其主要客户群体在于政府。 但以
EPC 为主的盈利局限性很明显。
E20 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认为，EPC 模式回款
快，现金流短，是主流生态修复模式，但项目结束后
其现金收益停止。
实际上， 随着库布其沙漠生态修复的规模化成
效，亿利逐步引进了神华、华谊、万达、泛海、正泰、法
液空等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共同建设了库布其沙
漠生态工业园区和达拉特能源循环经济园区， 实现
了长期“造血”。
王文彪还指出， 生态修复仅仅是亿利盈利的切
入口，更重要的收益在于土地增值。 即经过修复后的
土地，可变成工业用地、城市用地和农业良田。 这个
阶段，亿利生态通过生态工程技术服务、修复土地增
值、土地开发变现、股权分红、土地招商分成等，从而
获得中期现金流。 绿色产业导入及运营盈利，成为亿
利长期的收益来源。 这种模式在“库布其沙漠亿利生
态示范区”已形成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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