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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持续推进“双循环”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一年。涉及国计民生的乳制品行业，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
情考验，今年呈现高增长态势。统计显示，在A股和H股上市的乳企
合计24家，今年上半年共实现营收1661亿元，同比增长22.49%；实现
净利润157亿元，同比增长55.44%。由此可见，乳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
力在不断增强。而从行业集中度来看，伊利和蒙牛两大巨头的合计营

收与净利润分别占到了24家上市乳企的62%和58%。
2021 年中国乳业迎来大年，布局奶源成为每家规模乳企的必修

课。拥有低温巴氏奶优势的区域乳企，正在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差异
化竞争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奶酪、益生菌等细分赛道已培育出
一批新锐品牌。在出生率下降、婴配粉“新国标”出台等因素影响下，
存量竞争的奶粉市场格局也必将发生新的变化。

中国乳业的“十四五”已强势开局，正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
乳企来说，打造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但需要企业的顶层设计，更需
要源源不断地科研投入及资本扶持。细分赛道上的奶酪和益生菌行
业消费风口已经出现，行业标准共建、营造健康的竞争秩序，还需要行
业及企业共同努力。在科技创新与资本赋能下，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新
锐品牌脱颖而出，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夏 芳）

中国乳业“十四五”强势起航 科技与资本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许 洁

10月20日，北京环球影城开业
满月。在环球影城试运行期间，蒙
牛冰激凌工坊店日销售额逾 12万
元，超过了哈根达斯中国门店的最
高日销售纪录，且这一数据仅来自
工坊店，还不包括“小黄人”等园区
内其他景点的蒙牛定制冰品收入。

与国际知名主题乐园合作只是
蒙牛战略版图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在“再创一个新蒙牛”的战略指
引下，蒙牛全面推进业务布局、数智
化转型升级、国际化、社会责任和文
化凝聚力建设等方面工作，在呈现
亮丽业绩的同时，也在努力打造一
个“消费者至爱”品牌。

业绩亮眼
来源于战略清晰+执行到位

蒙牛乳业财报显示，2021年上
半年，公司收入为 459.052亿元，同
比增长 22.3%。其中，液态奶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 21.1%、奶粉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 11.6%、冰激凌业务收
入同比增长 34.8%，而以奶酪为主
的其他业务收入同比大增 98.2%。
蒙牛靠什么取得这样亮丽的业绩？
蒙牛做对了什么？

“我们洞察到了大健康消费趋
势。从行业层面来看，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消费者对营养和健康

的关注度持续提升，消费重心逐渐
向中高端产品倾斜。为此，我们积
极推动产品研发创新及数字化营
销，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健康、营
养、高端乳制品需求。”蒙牛集团党
委副书记、执行总裁李鹏程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李鹏程进一步解释，“上半年，蒙
牛收入增长超过市场预期，各品类均
取得了不俗成绩，这主要得益于战略
清晰和执行到位。今年是‘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公司紧跟国家规划，
同步制定了‘再创一个新蒙牛’战
略。今年以来，无论是从消费者角度
开展工作，还是在国际化、社会责任、
文化凝聚力建设和数智化转型升级
方面，蒙牛都做了很多布局，也取得
了一些成绩，进而反哺到公司的具体
业务中，有利于公司的中长期发展。”

积极进取
加速业务版图拓展

2020年年底，蒙牛和可口可乐
共同出资设立了“可牛了乳制品有
限公司”，引发广泛热议，大家都好
奇蒙牛与可口可乐会擦出怎样的火
花？公司成立之后究竟要做什么？

2021年 9月份，“鲜菲乐”品牌
强势推出。有业内人士分析称，该
品牌或能进一步抢占国内低温奶市
场份额，但也有声音认为，“鲜菲乐”
定价较高，限制了购买群体。

对此，李鹏程表示，“通过打造
原生高倍营养奶新赛道，‘可牛了’
公司将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
选择，并致力于成为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推动者。‘鲜菲乐’是代表全球
乳业领先技术的产品，可满足不同
消费人群的个性化营养需求，提升
消费者的健康和营养意识，向全社
会倡导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除了低温奶领域，近年大热的
奶酪市场也是蒙牛的必争之地。今
年 7月份，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妙可蓝多”）顺
利完成了30亿元非公开发行项目，
引入蒙牛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李鹏程表示，“蒙牛一直看好奶
酪赛道，妙可蓝多已经占据了奶酪
棒、儿童奶棒的绝对市场地位，奶酪
棒销量遥遥领先，未来还会进一步
进行品类创新。双方强强联手，将推
动中国奶酪市场快速发展，助力中国
乳制品消费升级，引领行业突破与创
新。同时，以奶酪作为重要突破口，
蒙牛将进一步推动消费者营养健康
认知提升，加速乳品消费升级，保障
奶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助力中国
奶业国际竞争力提升。”

未来在产业层面，蒙牛与妙可
蓝多还将通力合作、资源互补，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进行销售渠道共建、
采购资源共享、供应链互联、质量控
制优化和数智化升级等多方面、多
维度的合作。

而在蒙牛的业务版图中，酸奶

和益生菌业务也不容忽视。“在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下，消费者更加重视
乳制品的营养健康及功能性，尤其
对有提升免疫力功能的酸奶及益生
菌饮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作为中国
低温酸奶引领者，多年来蒙牛致力
于强化自主研发能力、全面提升产
业链品质管理水平，每年为近 7亿
消费者提供约 80亿杯营养、健康、
安全的活菌酸奶。”李鹏程表示。

当仁不让
全产业链致力碳中和

目前，蒙牛已经在原奶供应、食
品安全、牧场管理、乳品研发等领域
与全球乳业价值链产生深度合作，
实现了合作共赢的“蒙牛模式”。在
这样的背景下，蒙牛积极响应国家

“双碳”战略，全面推进全产业链迈
向“碳中和”。

“乳业拥有食品行业中最长的
产业链，而且畜牧、加工、物流等环
节的减碳压力重大。作为行业龙
头，蒙牛勇于担当、率先作为，建立
起‘集团-事业部-工厂’三级管理
体系，并面向牧场、工厂全面开展碳
排查、碳减排和碳补偿等工作，积极
探索全产业链的‘碳中和’路径。”李
鹏程表示，“蒙牛郑重承诺，将率行
业之先实现‘碳中和’，并于2022年
公布‘碳中和’目标、路径和方案。”

蒙牛在为消费者提供营养产

品、助力美好生活的同时，始终坚持
可持续发展模式，努力做好生态文
明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工作，为打造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
丽中国做出企业应有的贡献。

蒙牛集团党委副书记、执行总裁李鹏程：

打造消费者至爱品牌 助力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谢若琳

七年前，君乐宝当家人魏立华
坚持要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做出第
一罐君乐宝奶粉，并誓言“要让每
一个中国孩子都能喝上世界顶级
好奶粉”。七年的时间里，国产奶
粉的市场占有率从30%左右提升至
60%左右，而君乐宝奶粉在这期间
则做到产销量全国领先，产品复购
率96%，净推荐率45%。

日前，君乐宝乳业集团总裁助
理冯进茂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总结了公司保持高质量增
长的三点经验：一是坚持“两个产

业模式”，即全产业链自控模式
（种、养、加全产业链一体化自有、
自控，从源头确保原料的安全高品
质）和“五个世界级”模式（世界级
的研发、牧场、工厂、合作伙伴和质
量管理体系）；二是严苛的质量把
控，除了建设全球领先工厂，用国
际一流工艺设备生产婴幼儿奶粉
外，公司还率先通过了欧盟BRC(食
品安全全球标准)A+顶级认证和
IFS(国际食品标准)优先级认证，并
且BRC A级以上认证已成为所有
建满一年以上工厂的标配。此外，
公司还自建现代化牧场，从源头把
控乳品品质；三是创新研发，近年

来，公司持续推出明星产品，包括
简醇 0添加蔗糖酸奶、新一代鲜牛
奶悦鲜活、全球首款自有牧场全产
业链至臻A2型奶牛奶粉及配方更
全面、营养更丰富的优萃有机奶粉
等，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君乐宝曾提出在未来5年内成
为“全球婴幼儿奶粉的领先品牌”
的企业愿景。它的底气来自哪里？

2020 年，君乐宝在张家口坝
上草原自建 38 万亩企业专属草
场，大规模种植高品质牧草，各项
指标达到国际水平，大大促进了
奶牛养殖的提质增效。魏立华曾
打趣道，“君乐宝快成为一个种草

的企业了”。
事实上，种草是建立国内供应

链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张家
口坝上草原海拔1450米，是传统牧
业优势区域。掌握上游优质奶源，
有利于摆脱我国乳企长期大量依
赖进口的现状。

今年，君乐宝投资 5亿元打造
的奶业创新研究院即将完工，项目
集乳业技术研究中心、食品安全质
量检测中心、产品加工体验中心、
培训接待中心于一身，从牧草种
植、奶牛遗传和胚胎移植、产品工
艺创新到新品研发，进行全产业链
研发创新。

冯进茂表示，乳业创新研究院
的建成补齐了君乐宝的“五个世界
级”，真正做到了世界级的研发、牧
场、工厂、合作伙伴和质量管理体
系，助力公司打造世界级奶粉。

君乐宝乳业集团总裁助理冯进茂:

坚持创新专注研发
君乐宝从种草开始迈上引领之路

本报记者 董枳君

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奶酪行业市场
需求前景及竞争策略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零售奶
酪终端市场规模约65.5亿元，2010年-2019年的复合增速
达到 22%；预计 2024年终端市场规模将达到 112亿元，
2020年-2024年的年均复合增速可达到12%。

百亿元规模的奶酪市场竞争早已拉开帷幕。目前，
除了龙头企业妙可蓝多，伊利、蒙牛、光明、百吉福、恒天
然等国内外品牌均在加码。

然而，在高增长态势背后，我国奶酪产量与消费量却
不相匹配，目前我国奶酪市场的消费和发展还在一定程
度上依赖进口奶酪。中国奶业协会预计，2020年国内奶
酪消费量可超过 32万吨，同比增长约 29%，据此推算，
2020年我国人均奶酪消费量约0.23KG，相比西方国家仍
有很大差距，即便参考日本、韩国等与我国具有饮食同源
性的国家，我国奶酪的人均消费量和奶酪在国内乳制品
的渗透率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由此可见，奶酪行业将成为乳制品细分领域最具增
长潜力的行业，这便是妙可蓝多选择切入奶酪这个细分
市场的主要原因。

妙可蓝多创始人、CEO柴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公司成立至今，紧抓市场机遇，打造卓越产品力，稳健推

进各项经营举措，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增长，市占率实
现了飞跃，2017年，市场份额前四位全部由外资品牌
占据，彼时，妙可蓝多市占率不足3%，排名第五；而据
凯度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妙可蓝多市占率已超
过30%。

虽然奶酪的营养价值已被验证，但因为口感、食
用方式、文化接受等因素影响，其在国内消费量并不
高，且多以外资品牌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
是奶酪品类教育不足；二是产品本身与人们的需求

以及生活场景不够贴合。柴琇表示，“妙可蓝多首先就是
在产品力上做文章，用最优秀的人才、最好的设备、最优
质的原料，生产最好的奶酪产品。”

妙可蓝多专注于奶酪生产研发十余年，积累了大量
成熟的奶酪研发和生产技术，共取得奶酪类相关专利57
项。正在建设的妙可蓝多研发中心，是具备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产品检测、国际交流为一体多功能的奶酪研发中
心，加上与中国营养学会的合作和蒙牛集团的加持，在基
础研究和国际资源整合方面的能力将大大加强，这些都
是公司最核心的研发优势。截至目前，妙可蓝多在全国
有 5家奶酪工厂，是全国自有产线最多和生产能力最大
的专业乳品公司。

依托强大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妙可蓝多奶酪产品既
营养，又好吃，且契合生活场景，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针对
国人的不同需要研发各具特色的奶酪产品，比如“芝味中
华”，就是将奶酪创新与中餐结合，不断开发新的中式餐
品，以便让消费者真正喜欢上奶酪。

未来，妙可蓝多将继续深入洞察消费者需求，结合中
国人的饮食文化，研发出创新的奶酪产品，做好奶酪品类
的消费者教育，公司有信心保持中国奶酪第一品牌的领
先优势，满足不同产品定位、不同消费人群、不同应用场
景和不断升级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妙可蓝多创始人、CEO柴琇：

用最优秀的人才、最优质的原料
生产最好的奶酪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