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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势入局

近日，好丽友与瑞幸咖啡达成协议，将

好丽友旗下济州熔岩水、高笑美饼干等产

品通过瑞幸咖啡线上渠道及线下门店进行

销售。

目前，高笑美饼干已通过瑞幸咖啡线

上销售渠道进入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

市场。之后，高笑美饼干还计划将销售扩大

到全国瑞幸咖啡实体店。北京商报记者发

现，好丽友新品借上市进行促销，高笑美饼

干70克产品原价13.5元，现价为8.91元。

不过，济州熔岩水尚未在瑞幸咖啡

App上线。同时，在京东与天猫平台上，济

州熔岩水也未销售。好丽友相关负责人表

示：“明年上半年，好丽友将向瑞幸咖啡供

应530ml装的济州熔岩水产品。”

事实上，瑞幸咖啡App中销售的饮用

水品牌仅有两款，包括雀巢旗下的330ml

装巴黎水和达能旗下330ml装依云水，售

价均为18元/瓶，目前在进行买二送一的促

销活动。除饮用水外，瑞幸咖啡App上也在

销售旗下的NFC果汁，330ml装价格为24

元/瓶。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瑞

幸咖啡正在打造大时尚、大健康食品饮料

平台，自身拥有较大的流量和线上线下渠

道，引入济州熔岩水能够和咖啡进行搭售，

与巴黎水和依云形成互补。

好丽友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济

州熔岩水上市为契机，充分利用好丽友的

全球销售网络和营销知识，积极拓展国际

市场，将济州熔岩水逐步发展成为供全世

界人饮用的优质矿泉水”。

据了解，济州熔岩水属弱碱性矿泉水，

从40万年的玄武岩中自然过滤而出，富含

钙、镁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好丽友集团

计划通过全球销售网络将其出口到中国和

东南亚，并拓展全球事业。今年8月，好丽友

还与LG集团旗下的综合物流公司Pantos

签订了全球物流合同。

重构版图

对于好丽友的此举，战略定位专家、

上海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始人徐雄俊认

为，在中国市场，与其他欧美品牌相比，好

丽友产品明显老化，仅一款“浪里个浪”产

品能够短暂提振其低迷业绩。目前，好丽

友亟须拓展新领域，重构在中国的产品版

图，吸引年轻消费群体，保持在中国市场

的盈利能力。

据了解，好丽友创立于韩国，目前在中

国市场的主要产品包括膨化食品、派、饼干

以及口香糖。2016年，好丽友在中国的业

绩达到顶峰，收入为77.18亿元。但2017年

好丽友在中国每个季度的销售额都不断下

滑，全年销售额也跌落至51.55亿元，营业

利润更是大幅下跌90%。

2018年，好丽友在中国收入达56.07亿

元，2019年开局，好丽友营收、净利润双双

下滑。2019年一季度，好丽友中国营业收

入15.09亿元，同比下滑4.5%，营业利润

2.44亿元，同比下滑15.8%。

“从品类看，好丽友在中国的产品创新

不足，相对其他知名企业相对单一，产品略

显低端，竞争力在逐渐下降。”朱丹蓬表示。

与好丽友在中国市场表现不同的是，百事、

亿滋、好时等国际品牌纷纷在中国市场发

力。2019年，百事先后在上海和四川投资

1.5亿美元扩建、新建乐事新工厂。亿滋、好

时根据中国消费者口味，加快本地化新品

的推出。

得益于加码中国市场，上述企业均在

中国市场实现增长。2019年二季度，受到

饼干业务强劲表现的驱动，亿滋在中国市

场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是亿滋在华连

续八个季度实现增长。2018年，好时中国

的净销售额增长14%，营运利润增长18%。

“相比巧克力派和膨化食品，饮用水

的市场前景更好，且更符合健康消费的趋

势。”徐雄俊进一步指出。数据显示，2018

年饮料整体增速放缓，同比增长4.7%。其

中，饮用水成为拉动增长的主要动力，规

模达1397.82亿元，预计2025年超过2000

亿元。

渠道之殇

“借瑞幸咖啡的渠道入局中国饮用水

市场，不失为一个好决策。不过，就饮用水

而言，仅瑞幸渠道过于单一，而好丽友目前

的渠道与饮用水又不相符，这成为好丽友

在饮用水领域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朱丹

蓬分析。

据了解，瑞幸咖啡目前是中国第二大

咖啡连锁品牌，今年5月在纳斯达克成功上

市，市值超过6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瑞幸

咖啡在中国40个城市经营2963家门店，并

计划到年底突破4500家门店，从而成为中

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品牌。

“瑞幸咖啡的消费者均为其粉丝，白领

居多，这些消费者能否买好丽友的账很难

确定。”朱丹蓬表示，“虽中国饮用水市场很

大，但格局相对稳定。在瑞幸咖啡平台上，

巴黎水和依云都是好丽友的劲敌。”

“借瑞幸咖啡渠道发展，也是由于好

丽友的线下平台多为商超，这与高端饮用

水的渠道多为高端便利店、酒店、会所等

特殊渠道并不相符。不仅如此，饮用水一

大特性为高渗透率，好丽友凭借现在的实

力和品牌力，更是难以达到的。”朱丹蓬进

一步分析。

“好丽友熔岩水上市前要面临很多困

难，想要更长久地发展，必须要根据自己的

定位找好消费群体，能否成为与休闲食品

同样受欢迎的明星产品，还需要一步步探

索中国高端水的市场。”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好丽友未来发展等问题，北京商

报记者联系采访好丽友，但截至发稿，对方

并未予以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李振兴/文并摄

再度易主 莲花健康病愈不易

近日， 好丽友宣布与中国

第二的咖啡连锁品牌———瑞幸

咖啡达成协议， 借其线上线下

渠道推广好丽友旗下济州熔岩

水等产品。目前，饮用水规模达

1397.82亿元。这意味着，好丽

友将入局千亿级市场。 在业内

人士看来，近两年，好丽友创新

不足，中国业绩难现往年盛况，

尝试进入中国高端饮用水领域

是一次自救。 虽然借助瑞幸咖

啡的渠道， 好丽友能短时间实

现拓展打开局面， 但相比其他

饮用水品牌， 好丽友还存在渠

道短板。

近四个季度好丽友在中国的销售额与经营利润

（单位：亿韩元）

中国“味精第一股”莲花健康面临再

次易主。近日，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莲花健康”）发布公告

称，其股东浙江睿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睿康投资”）所持有的股份将被法院

强制执行拍卖，可能造成莲花健康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作为中国味精

行业的龙头企业， 莲花健康从2000年开

始走下坡路。2019年4月， 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业内人士表示，在味精行业式微

的大背景下，莲花很难依靠单纯的注资盘

活，无论接盘者为谁，莲花的出路都在于

找到具有市场资源的企业进行产业嫁接。

面临易主

近日，莲花健康发布公告称，其控股股

东睿康投资持有的1.25亿股股票全部被合

肥中院裁定拍卖，由于目前拍卖结果尚不

确定，可能会造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这意味着，莲花健康再次面

临易主。

在此之前，睿康投资已分两次将自己

的股份全部质押给国厚资产，共套现2.5亿

元，此后，出于在重整期间保全财产等原

因，多家公司申请冻结睿康投资股份。之后

不久，莲花健康称，睿康投资的股权即将被

强制执行，其持有莲花健康的全部股票即

将被拍卖。

睿康投资控股莲花健康要追溯到

2014年下半年。2014年10月，通过与天安

科技、颢曦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与一致

行动人协议，睿康投资取得莲花味精

11.9%的股份，超过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

公司成为新控股股东，与此同时，被誉为

“资本玩家”的睿康系掌舵人夏建统成为莲

花健康实际控股人。

2015年，易主后的莲花健康确定进入

智慧农业和大健康领域的多元化转型战略

规划，简称由“莲花味精”变更为“莲花健

康”。不过，到2018年7月底，夏建统因个人

原因申请辞去董事、董事长所有职务，莲花

健康的“夏建统时代”结束。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在夏建统的带领

下，莲花味精蹭上了大健康的热度，但在业

务上却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莲花健康再次

易主，对于其未来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包

括对其供应商、渠道商的信任、品牌发展、

企业商誉等会造成不利影响。

何以为继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在北京多家

超市的调味品区域，鸡精、浓汤宝等调味品

占据着该区域超过2/3的位置，味精只占了

不到1/3，除了太太乐和家乐两种品牌，并

没有莲花味精的身影。

此外，在北京多个小区附近的小超市

中，虽然摆放着梅花、太太乐等味精产品，

但同样没有莲花味精。

这与莲花健康此前位居国内味精市场

龙头位置相差甚远。在上市前的15年间，莲

花味精年产量从400吨一路飙升到8万吨，

增长近200倍，产值也由945万元增至22.3

亿元，单厂味精产量居世界第一，国内市场

占有率达43.4%。

业内人士认为，从行业第一到濒临破

产，莲花味精经历了行业洗牌、业绩下滑、

几次易主及数不清的债务纠葛，现已满目

疮痍。数据显示，2000年莲花健康业绩开

始 下 滑 ，2003年 净 利 首 度 亏 损 。

2015-2018年，莲花健康净利润分别为

-5.08亿元、6524.74万元、-1.03亿元、-3.

33亿元，扣非净利连续16年为负。2019

年，连亏两年的莲花健康正式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虽然莲花健康一度亏损面临退市，但

其品牌优势还是存在的。”北京商业经济学

会会长赖阳称，不过，无论接盘者为谁，莲花

的出路都在于找到具有市场资源的企业进

行产业嫁接。例如寻求熟悉食品、快消行业

的内行的团队，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或者

回归业务本身，不断拓展发展渠道，探寻多

元化的发展之路；再或者随着味精产品逐渐

退出家庭市场，更多的走向B端市场等。

或将退市

“随着莲花健康多年来的亏损、易主，

加之在味精行业式微的大背景下，莲花健

康已经没有盘活的希望了，将来很有可能

退出味精行业。”宋清辉表示。

相关资料显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味

精开始在中国盛行，不久，味精企业走上了

高速扩张的道路，在竞争发展中，国内味精

行业出现了四强，分别为阜丰、梅花、伊品

和莲花，当时，这四家企业的年产能总和接

近200万吨，占全国味精产量的70%以上。

2013年开始，味精行业步入整合洗牌的转

折点，类似红梅味精这样的中小企业大面

积停产。数据显示，2013年6月，长江以南

的 味 精 企 业 几 乎 已 经 全 面 停 产 。

2013-2018年，我国市场的味精消费量已

经从114.6万吨下降到89万吨，预计到2023

年，中国的味精消费量将下滑到77万吨。

多位超市销售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近几年买味精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更多

的消费者更喜欢鸡精。

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

始人徐雄俊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随着鸡精、酱油、蚝油等调味品的迭代

更新，不断为消费者创造新的口味体验和

带来更健康的消费服务，消费者的选择逐

渐趋向多元化，在这种情形下，味精产品的

市场在不断缩小。

此外，由于味精生产属于高耗能、高

污染产业，是食品工业中废水的排放大

户。而这些不环保因素，使得政府部门从

2007年开始对味精行业的发展由支持转

向了干预。

“市场的萎缩，叠加越来越严格的环保

要求，让未能转型成功的莲花味精失去了

昔日的龙头地位，其实，不仅是莲花健康，

其他的味精品牌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影

响。未来，在味精行业发展不佳及自身发展

不足的情形下，莲花味精很难被盘活。”徐

雄俊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道。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张君花
图片来源：官网截图

莲花健康发展大事记：

莲花味精成立1983年

1998年 莲花味精主板上市

2015年 联合睿康入主，改名莲花健康

2016年 莲花健康进入智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时代

2019年 控股股东睿康投资股份被拍卖，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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