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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合集团中国区公共事务总监朱辉：

提升乳企核心竞争力 围绕
“专精特新”
做文章

抑制行业乱象 企业重在自律

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上更多地投入，打
的生死存亡。”君乐宝集团总裁助理冯
造更多有特色的产品；
“ 新”则是加速
进茂强调，乳企的数字化转型应该在
新营销能力和新数字化能力建设。
上下游进行数字化全方位覆盖：从上
北大荒完达山乳业总经理张新坡
游来说，牧业养殖需要进行数字化管
则将企业对产业要素资源的掌控力视
理；在中游生产环节中，对生产全程进
作第一核心竞争力。他表示，
“现在还
行高效化、智能化管理 ；在产业链后
是总量增长阶段，谁占领了乳业产业
端，通过物联网的方式对产品进行全
的核心要素，比如奶源、品牌制高点、 流程跟踪、追溯；在销售环节，尤其需
核心技术、人才和资金实力等，谁就赢
要通过数字化的工具和手段来升级营
了。
”
销模式。
贝因美副总经理、董秘李志荣表
郑世锋认为，对于企业来说，首先
示，对贝因美而言，婴幼儿奶粉是宝宝
要把数字化提升到战略层面设计；其
的口粮，所以品牌力很重要，这是好的
次是要根据数字化需要进行组织变
质量，好的口碑的积淀；其次是产品的
革；三是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怎么进
开发能力；三是对消费者消费习性的
行数字化转型。譬如，用户需要什么
洞察、把握以及对消费场景的跟进；四
样的产品、如何追溯产品的生产流程、
是企业自身系统化的治理能力和运营
定制化需求能否被快速响应等，重塑
能力，包括资本化运作能力，
“ 要学会
产业链的建设。
拥抱资本市场，借助资本力量驾驭资
乳业专家宋亮则谈论了自己对数
本报记者 谢 岚
谈及乳企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 本，
服务于自身产业的发展”。
字化新零售的看法。随着线上发展红
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会嘉宾纷纷从研
受疫情影响，各行业按下数字化
利期开始消退，新零售未来发展趋势
站在“十四五”征程起点，中国乳
发创新、产业要素资源以及品牌力等 “快进键”。针对后疫情时代乳企应该
应该是线上、线下一体化。因为消费
业举起高质量发展大旗。而在新发展
方面出发，
分享自家企业的实践经验。 如何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话题，与会嘉
者对产品的信任和复购率需要持续维
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格局下，乳企又
新希望乳业党委书记、董秘郑世
宾各抒己见。
护 ，而 这 种 维 护 发 生 在 线 下 而 非 线
应该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特别是抓
锋表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消费者
“数字化正在全面颠覆我们的生
上。可以看到，目前线下店铺的价值
住历史机遇实现数字化转型赋能？
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国家对“专精
活，也在深刻地改变企业运营管理和
已经开始逐步回归。他认为，
“在经济
10 月 22 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
特新”高端制造业的指导意见给乳制
模式。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可能会决
进一步增长的情况下，线下作用将被
的第四届中国乳业资本论坛在京召
品行业发展带来了启发：
“ 专”是更加
定企业未来的竞争力，甚至决定企业
重新审视。
”
开，在“如何打造乳制品行业新格局” 专业、专注的做一件事情，企业应该专
的圆桌论坛上，乳企高管和行业专家
注自己擅长的领域 ，提升核心能力 ；
齐聚一堂，围绕市场关注的话题进行 “精”是把整个乳制品行业的超级供应
如何打造乳制品行业新格局
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链体系打造得更加精细化；
“ 特”是在

国产奶酪与国际品牌竞争 核心技术研发是利器

本报记者 李春莲
10 月 22 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
的第四届中国乳业资本论坛在京召
开。在“奶酪产业如何做大做强”的圆
桌论坛上，
多位行业龙头从自身经验出
发，
对奶酪产业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作为乳制品行业中的新赛道，
除了
传统乳企纷纷布局外，
资本对于奶酪产
业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在资本助推
下，
奶酪行业呈现出高速发展势头。
奶酪第一股妙可蓝多上半年成绩

单 ：2021 年 上 半 年 ，公 司 实 现 营 收
20.67 亿元，同比增长 90.8%；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12 亿元，同
比增长 247.1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1.11 亿元，
同比增长 480.61%。
这份成绩单背后，折射出当前奶
酪行业迅猛发展的一面。
从儿童奶酪入手，妙可蓝多实现
了从 0 到 1 的跨越。妙可蓝多儿童奶
酪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50%。
奶酪的消费风口已至，新锐品牌
不断涌现的同时，同质化竞争也变得

更加激烈。华远资本董事长李波表
示，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要从自身的
资源和能力出发，
“自主创新做有中国
特色的奶酪，需要依靠核心技术的研
发，
而不能仅仅模仿头部企业。
”
新希望贸易执行董事长、牧堡上
海食品科技董事长薛纯表示，
“奶酪行
业同质化产品非常多，产品定位非常
重要。未来奶酪产业应在产品研发、
产品差异化上多下功夫。
”
三元食品首席科学家、副总经理
陈历俊表示，
“三元奶酪目前主要给西
餐连锁业做配套，B2B 业务发展还有很
大机会，精准结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把干酪变成重要食材还有很多工作可
做。
”
奶酪产业迎来大发展，在业内已
形成共识。
“我们前期花了很多精力做
系统性产业调研，认为奶酪产业的空
间是不可想象的。”源峰基金消费行业
资深分析师付竹云表示，消费品企业
走到中期以及想要走得更远，需要综
合性的能力和素质，主要从品牌力、产
品力、渠道力和团队力这四个维度衡
量。
中国奶酪业起步较晚，与国际上
很多行业巨头相比存在不小差距。面

对未来巨大的市场，企业如何应对竞
争并实现破局？值得行业、企业思考。
薛纯表示，奶酪是一个文化属性
非常强的产品，未来只有从产品上颠
覆，生产出适合中国消费者的产品才
能打破现有国际竞争格局。
“奶酪的地域性较强，未来中国人
吃的奶酪一定是适合中国居民饮食文
化特色的奶酪。中国的奶酪棒是支撑
公司进入奶酪的第一只大单品系列，
未来可能会从奶酪、奶酪食品的赛道
上同时发力。”妙可蓝多创始人、CEO
柴琇表示，
“公司通过跟蒙牛的战略合
作，30 亿元的资金已经到账，现在是
‘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同时，在产品
研发成本控制和管理也比较严格，未
来会加强产品创新。
”
李波认为，做适合中国人和亚洲
人，甚至部分西方人的奶酪，这是一个
品类的革命，需要依靠核心技术的研
发。让大多数中国人或者是特定细分
人群能够接受，这是奶酪企业和国际
巨头竞争最有利的武器，也是投资的
巨大价值所在。
在资本助力下，奶酪产业正快速
成长。如何更好地借助资本，把奶酪
产业做大做强仍有很长路要走。

奶酪产业如何做大做强

中国益生菌产业站上大舞台 行业标准体系亟待完善统一

本报记者 谢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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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乳业资本论坛

但目前已经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上下
游企业纷纷入局。
10 月 22 日，由《证券日报》社主办
科拓生物副总经理、董秘张凌宇
的第四届中国乳业资本论坛在京召
表示，随着市场规范和健全，益生菌将
开。在以“益生菌产业化发展机遇与
回归其本身的科学属性，公司始终要
挑战”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上，来自国内
以研发为基础。
”
外的行业大咖齐聚一堂，共话益生菌
澳优中国区副总裁、锦旗生物董事
产业的未来发展路径。
长刘学聪表示，
过去十年锦旗生物专注
尽管我国益生菌产业起步较晚， 于益生菌科研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去年4月份，
公司自主研发的MP108
鼠李糖乳杆菌获批，
成为中国第一株婴幼
儿菌株，
打破了欧美婴幼儿菌株的垄断。
健合集团中国区公共事务总监朱
辉将益生菌核心竞争力总结为两点：
产品力与品牌力。
“ 首先，要持续投入
研发、进行临床观察，与高校、科研机
构展开合作；其次，与消费者互动，提
升消费者对益生菌的认识。
”
从学术到科研，再到生产与应用，
消费者对益生菌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但是在“淘金热”的背景下，益生菌行
业也面临诸多挑战。
事实上，
在食品领域、
药品领域，
益生
菌的应用范围不断被放大，
但必须注重其
合规性，
国内益生菌市场面临不少困难。
张凌宇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尽快
出台益生菌行业标准，
“益生菌是基于
科学研究的产物，企业要想进入这一
行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
力，经过长时间研发。目前很多企业，
对益生菌的菌株还没有太多研究就已
经开始大规模生产。在市场不成熟的
时候，
消费者很难判断菌株的优劣。
”

刘学聪认为，消费者与企业的信
息 不 对 称 ，造 成 行 业 困 惑 和 市 场 乱
象。
“ 益生菌产业得到资本、市场的青
睐是一件好事，但背后也存在隐患。
比如，行业已经出现内卷现象，也有恶
性竞争的情况，应该号召各企业公平
竞争，
共同将益生菌产业做大做强。
”
同时，宣传和教育的作用不可忽
视。刘学聪强调，应该在各场合对益
生菌的作用进行传播，让消费者对产
品有分辨能力。
恒天然大中华区活力营养益生菌
负责人王乐濛表示，
恒天然在深入研发
的同时，也扮演着益生菌传播者的角
色。
“教育工作需要全行业上下游企业共
同努力，
让消费者知道如何认识益生菌，
怎样分辨优质益生菌，
怎样食用益生菌。
从而消除行业乱象，
推动行业发展。
”
作为资本市场中的观察者，闻宏
伟表示，国内益生菌产业发展之路可
参照精酿啤酒。作为舶来品，在产业
发展之初会有一阵混乱期，但随着入
局企业和产品越来越多，从消费者的
教育到行业洗牌将快速完成。

益生菌产业化发展机遇与挑战

本报记者 李豪悦
健合集团中国区公共事务总监朱
辉在《证券日报》社主办的“第四届中国
乳业资本论坛”上分享公司多年来深耕
益生菌领域的经验。他认为，随着益生
菌产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 泥沙
俱下”的现象不可避免。但基于科学界
的研究，消费者对于益生菌产品的认同
度不断提升。行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从
业者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

用科普助力产业高速发展
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推进、肠道
微生物研究不断深化，以及特殊时期家
长对孩子抵抗力日益关注，益生菌这一
特殊食品愈发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不过，益生菌行业快速增长的背
后，行业乱象也让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
产生困惑，
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对此，朱辉表示，健合早前联合中
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发布了“益生菌守
护行动”倡议，正是为了促进行业高质
量发展和良性发展。
“作为从业者，
要大
力开展消费者教育，提升消费者健康意
识以及对益生菌的正确认识，用科普助
力产业高速发展；
作为生产者、
经营者，
生
产、
经营日趋规范，
不夸大宣传，
不违法添
加，
企业承担起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
保
障益生菌产品
‘舌尖上的安全’
，
用安全保
障产业规范发展；
同时，
也希望行业协会
树立优秀品牌形象，
开展行业自律，
提振
消费信心，
促进
‘双循环’
建设，
用真诚提
升产业高质量发展、
良性发展。
”

事实上，作为国内母婴营养品领域
的开拓者和领先者，健合集团旗下合生
元益生菌产品畅销 18 年，
累计卖出产品
超 15 亿袋，
获全球超 800 万宝宝使用。
据欧睿数据显示，合生元益生菌连
续三年获得全球婴童益生菌第一品
牌。今年，健合集团将进一步扩张销售
点，凭借合生元作为全球婴童益生菌和
益生元补充品市场第一的地位及对消
费者教育的努力，持续把握健康趋势，
创造出更多与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交
叉销售的机会。
另外，公司成立了合生元营养与护
理研究院（BINC）这一综合性的科研平
台，包含微生态研究中心、营养品研发
中心、护理品研发中心、全球检测中心
等，助力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以及科研技
术，
从而满足“全家庭”
健康需求。
据悉，目前在健合集团三大核心业
务（婴幼儿营养、成人营养、宠物营养）
中均拥有益生菌系列产品。近日，健合
集 团 收 购 Zesty Paws 品 牌 已 经 完 成 。
未来，猫狗营养补充品业务或将成为公
司业绩新的增长极。

产学研助力益生菌行业大发展
天眼查数据显示，2020 年至今，资
本“投注”的益生菌企业，领域覆盖食
品、保健和医疗。
那么，资本加持下，益生菌行业是
否会迎来大发展？哪些领域将是益生
菌企业重点布局和发力点？
对此，朱辉认为，益生菌行业还处
于上升期，随着科研产业的深入，未来
有很多细分赛道可以进入。
“从适用人群去选择细分品类。适
用人群在其生命周期中需要不同功能、
不同健康作用的益生菌产品。”朱辉介
绍，例如因剖宫产或特殊原因不能母乳
喂养的新生婴儿，可以通过补充适合的
益生菌帮助他们建立肠道菌群平衡。
“同
时，在成年人、老年人的肠道菌群中，或
会存在出现特殊情况下肠道菌群失衡的
情况，
这时就需要补充益生菌。未来，
益
生菌的应用场景、
细分领域会越来越多，
这得益于产学研的共同发展。
”
朱辉表示，健合集团将会坚持提升
科研创新能力，加强消费者教育互动能
力，保障食品安全，开展行业自律，不断
提升品牌力，
推动行业共同发展。

科拓生物副总经理、董秘张凌宇：

深挖益生菌科学属性至关重要
株、新功能被发现和证实。
事实上，作为国内益生菌企业，科
拓生物一直秉承科学的态度进行益生
菌的研发。
“近几年，科拓生物同时开展了 58
项益生菌临床试验，其中已经完成 29
项。明星菌株干酪乳杆菌 Zhang、乳双
歧杆菌 V9，植物乳杆菌 P-8 以及母乳
来源的乳双歧杆菌 Probio-M8、鼠李糖
乳杆菌 Probio-M9 的多项功效被证实。
比如，辅助治疗二型糖尿病、预防上呼
吸道感染、缓解哮喘症状、减少精神紧
张、治疗 IBS、IBD 等。
”
张凌宇表示。
据了解，科拓生物明星菌株干酪乳
杆菌 Zhang 对于肾脏疾病减缓的研究，
曾在国际学术期刊《Cell Metabolism》上
本报记者 李豪悦
发表。这一研究首次证实了口服补充干
酪乳杆菌 Zhang 在减缓肾脏疾病等相关
益生菌的消费风口已经来临，但行
治疗中的功效。目前，围绕科拓生物明
业中也存在一些不成熟的现象，如何开
星菌株发表的学术文章已超过 300 篇。
拓更具竞争力的益生菌应用场景？如
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众多国
何正确了解什么是好的益生菌？怎样
内食品及制药领域的头部企业都与科
让益生菌产业健康发展壮大？
拓生物开展了深入合作。2019 年，
科拓
在《证券日报》社主办的第四届中
生物与中国首家 AI 活菌制药企业深圳
国乳业资本论坛上，科拓生物副总经
未知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合资
理、董秘张凌宇分享了公司在开拓益生
公司，
开始布局医药领域。
菌应用场景方面的诸多经验，并对如何
2021 年上半年，
科拓生物食用益生
解决益生菌行业的消费困惑提出了一
菌 制 品 业 务 延 续 了 2020 年 的 高 速 增
些建议。
长，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01%。
作为国内益生菌第一股，科拓生物
当下，益生菌行业热是不争的事
自 2003 年成立以来，长期专注于食用
实，面对越来越多的进入者，张凌宇表
益生菌制品、动植物微生态制剂以及复
示，
“ 目前，虽然市场上竞争激烈，有很
配食品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形
多外在干扰因素，但科拓生物始终坚持
成了“两个基础，三大系列”的良好业务
以研发为主导作为企业发展方向。公
发展布局。
司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益生菌的研发工
“益生菌应用场景的开拓，一方面， 作，彼时益生菌在中国还是陌生领域，
要深挖益生菌的科学属性；另一方面， 市场热度很低，无法从中获利。但是公
要尝试在各个场景中使用益生菌，实现
司始终坚信研发出好的益生菌一定能
‘益生菌+’。”张凌宇表示，目前益生菌
在未来兑现价值，所以坚持不断地投
在科学领域十分热门，国内外无数科研
入。从近几年开始，公司的益生菌业务
院所的专家学者投身其中，不断有新菌
实现逐年翻倍式的快速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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