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酱油
原料：水、黄豆、小麦、食用盐（未加碘）
氨基酸态氮含量≥1.2g/100ml
零添加的添加剂：味精、着色剂、防腐剂、甜味剂、增味剂
价格：40-50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 李振兴）12月5日，小
仙炖召开礼品卡战略合作发布会。会上，小

仙炖联合京东发布三款礼品卡，包括尊享周

卡、月卡和年卡，售价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

等，满足不同消费需求。对此，业内人士认

为，小仙炖相对价格较高，礼品属性明显，拓

展礼品市场有助于提升市场占有率和业绩，

随着小仙炖进入礼品卡领域，燕窝行业的竞

争将更加激烈。

京东平台显示，小仙炖45g×7瓶的周

卡为639元/ 张，100g×12瓶月卡售价2678

元 / 张，年卡100g×144瓶年卡售价为

33938元/ 张。该年卡使用方便，扫码开通即

可享受到小仙炖鲜炖燕窝周期滋补服务，

每周配送上门。

为了方便消费者食用，小仙炖开发了微

信小程序，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所在地点及

时更换配送地址。“只要顺丰可以送达的地

域，小仙炖都可以配送。”小仙炖相关负责人

表示。

对于推出礼品卡，小仙炖创始人林小

仙表示，小仙炖调查发现，燕窝属于高档礼

品，形式包括干燕窝、即食燕窝、鲜炖燕窝，

但炖煮干燕窝手续繁琐，消费者难以掌握

技巧。即食燕窝保质期较长，消费者对滋补

效果存有疑虑。鲜炖燕窝保质期短，不便送

礼。因此，小仙炖推出礼品卡可以解决上述

痛点。

在业内人士看来，年末是礼品市场消费

的高峰期，小仙炖此时推出礼品卡是希望借

助年末获得更好的业绩表现，进而在礼品市

场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数据显示，2016-2018年，我国礼品市

场规模分别为3.21万亿元、3.46万亿元、3.7

万亿元，前景广阔。春节市场更是重中之重。

2008-2018年春节零售与餐饮消费（除夕-

正月初六）的年增长幅度从16%下降到

10.2%，消费总金额从不到3000亿元扩增到

了9000多亿元，2019年春节更是超过万亿

元规模。

从小仙炖的产品属性看，小仙炖产品的

价格较高，加之燕窝自带高端和健康的标

签，符合目前礼品市场的需求。

据了解，小仙炖成立于2014年，是拥有

一家SC认证的鲜炖燕窝工厂，最新的霸州工

厂也将投产，投产后小仙炖的产能也将达到

40亿元的规模。数据显示，2018年，小仙炖销

售额约为3亿元。目前，小仙炖销量已累计突

破760万份，成为多个线上平台燕窝品类销

售冠军，今年“双11”的天猫平台销售额突破

1亿元。

不过，目前多个燕窝品牌已经推出了礼

品卡产品，随着此次小仙炖进入礼品卡市

场，燕窝行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京东平台

数据显示，燕之屋碗燕冰糖燕窝礼品卡价格

为473-2088元不等。

“燕窝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年末市场尤

其重要，小仙炖礼品卡的推出，表明燕窝企

业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究竟谁能更胜一

筹，仍需拭目以待。”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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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2019年形势严峻的行业大环境，金

锣集团破风前行实现了稳步发展。12月3日，

2020年度金锣熟制品经销商大会在山东临沂

隆重召开。金锣集团总裁郭维世、副总裁杜庆

夫、副总裁樊红旺等多位领导以及近1000名

全国各地的优秀经销商出席了本次会议。金

锣健食力、德斯克、哈■伙伴三大系列新品重

磅上市，新品代言人纷纷现身发布会现场。健

食力代言人、女排冠军队员张常宁惊喜亮相。

不惧逆势破风前行
全年收入稳中有增

2019年是肉类行业形式严峻的一年，面

对生猪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消费升级与渠道

变革加速等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金锣和厂

商合力，不惧逆势破风前行，稳中有增，实现

了年度营销目标。

会上，郭维世就2019年金锣的发展进行

了回顾与总结，并就2020年度金锣熟制品重

点工作做了整体部署，他表示：面对猪肉价格

持续走高的行业危机，金锣完善的产业链将

带来绝对的成本优势，加之金锣领先行业的

品牌规模、齐全的产品品类、覆盖全国的经

销商体系，以及代言人中国女排重回巅峰的

营销优势，都将成为金锣2020年发展的“天

时地利”。面对这样的发展机遇，郭维世认

为，2020年金锣要将市场份额放在第一要

务，在“天时地利”的加持下，定下了熟制品

“快字为先，突破百亿”的目标。此外，郭总还

对当前经销商团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

提出了相应要求。

在对2019年金锣熟制品总业绩回顾中，

杜庆夫表示，金锣熟制品2019年全年收入稳

中有增，低温肉制品增速明显。针对“产品发

展失衡，基础产品增速快，特优级产品短缺”

的问题，杜庆夫认为，受大环境影响，猪肉生

产和消费将受抑制，相对应的是，消费肉制品

转化，需求增速明显。这对于有基础和规模的

大品牌肉制品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2020年是金锣集团“体育营销 品牌升

级”战略的决胜之年。樊红旺也围绕体育营销

和新品整合传播进行了专题报告，提出

“1+1+1+N”的创新升级战略，以“新品全国导

入推广+明星产品持续扩区”的策略助推企业

发展。他说：产品差异化是企业发展之本，升

级老品，推出新品，实现品类品牌化，是金锣

近两年一直在做以及会持续做的事。此外，

2020年金锣将运用体育+互联网时代的新模

式，开启体育营销新时代。

三大新品重磅发布
女排冠军张常宁惊喜现身

在樊红旺“1+1+1+N”的创新战略下，本

次经销商大会如期发布了健食力低脂纤维+、

德斯克德式鸡肉热狗肠、哈■伙伴鱼肉香肠

和牛肉胡萝卜香肠袋装三款明星新品及肉粒

多、无淀粉系列的升级产品。

三款新品的重磅发布，让金锣明星产品

矩阵更加完善，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更加明

显，成为金锣实现“百亿”目标的有力驱动。

中国女排冠军队员、健食力品牌代言人

张常宁亲临现场，和金锣领导共同启动了健

食力低脂纤维+的新品上市，并通过微信大屏

抽奖和现场经销商互动，送出了10个自己的

签名排球。

此外，在德斯克德式鸡肉热狗肠新品发

布环节，金锣还邀请到了外籍大厨Fabio

Falanga，以新品为食材，现场制作了精美的

食物给现场经销商品尝，经销商纷纷竖起大

拇指点赞。哈■伙伴代言人、人气动漫猪猪侠

也来到了新品发布会现场，用欢快的舞蹈表

演助阵哈■伙伴新品发布。

赋能新营销，合力创新高。搭乘中国女排

和奥运的东风，金锣2020年将进入营销决胜

之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相信金锣在品

牌、客户、产品、渠道、行销、供应链六大板块

的合力赋能下，市场表现将再创新高！

破风前行稳步发展 2020年度金锣熟制品经销商大会召开

张常宁和金锣领导合影

成分无异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在淘宝上发

现，千禾味业推出了一款儿童版千禾

有机酱油。通过调查发现，儿童版千

禾有机酱油与普通版千禾有机酱油

原料相同，皆为水、黄豆、小麦、食用

盐（未加碘）。

不过，在酱油营养价值和鲜味主要来

源氨基酸态氮的含量上，儿童版千禾有机

酱油低于普通版千禾有机酱油，千禾有机

酱油氨基酸态氮含量≥1.2g/100ml，儿童

版千禾有机酱油氨基酸态氮含量≥

1.0g/100ml。在价格方面，一瓶210ml的

儿童版千禾有机酱油价格在20-25.8元之

间，一瓶500ml普通千禾有机酱油原价为

40-49.8元之间。通过换算，同为210ml的

千禾普通酱油价格在16.8-20.9元之间，儿

童版的千禾有机酱油比普通千禾酱油高

出将近5元，约为20%。

在添加剂方面，普通千禾有机酱油

宣传的零添加的添加剂有味精、着色剂、

防腐剂、甜味剂、增味剂。儿童版千禾有

机酱油宣称零添加产品，但并没有标明

“零添加”是没有添加哪些添加剂。

在位于家乐福超市的导购员表示，

儿童酱油其实和大瓶普通酱油差不多，

而且价钱还比较贵，不如买大瓶普通酱

油划算。宝妈陈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为了孩子饮食的健康，自己尝试着

买过几种零添加儿童酱油，但是买回来

之后仔细查看成分表后发现基本与普

通酱油相同，所以又不太敢给孩子吃，

就一直搁置了。

母婴店导购员称，很多没有经验的

父母总会来购买一些儿童专用的调味

品，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孩子太小的时候

不建议食用调味品。当孩子长大之后，跟

着大人吃就可以，没必要为婴幼儿单独

购买专门的调味品。

概念营销

值得一提的是，在产品标准方面，儿

童版千禾有机酱油和普通千禾有机酱油

都采用国家出台的酿造酱油标准。关于

儿童酱油产品的相关标准问题，北京商

报记者多次致电千禾味业，对方皆以可

接受采访人员不在为由拒绝。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

现在很多企业基本上都是打着“儿童食

品”的幌子去忽悠消费者，其产品质量方

面无论是配方还是生产制作等，并没有

真正去根据儿童膳食结构以及儿童的需

求来研发生产。很多所谓的“儿童食品”

成分与一般食品差异不大或并无不同，

儿童食品更多是商家的营销噱头。

《2018中国少儿家庭洞察白皮书》数

据显示，中国儿童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突

破4.5万亿元，随着中国“二孩”政策的放

开，这一市场将不断持续繁荣。在此背景

下，各个企业不断入局儿童市场寻找出

口。除了千禾味业布局的儿童酱油，山东

欣和、中炬高新厨邦、海天味业、加加食

品等企业均已入局儿童酱油这一市场。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

儿童市场发展空间的不断增长，儿童产

品成为各企业新的出口。而一些调味品

企业在仅通过价格战难以实现收益上涨

之时，便走向了细分市场———儿童市场，

通过对一些产品配方、比例的调整，推出

针对细分市场的不同口味的、不同群体

的产品，进而推动业绩的上涨。

实际上，在北京商报记者走访调查

的过程中，多位消费者也表示，并不清

楚儿童酱油的产品标准，仅凭产品宣传

购买。一位5岁孩子的家长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儿童酱油虽然贵一点，但其中

含有更多的微量元素，也更低盐，相较

成人酱油更适合小孩，所以一直给孩子

食用儿童酱油。

亟待规范

“严格意义上讲并没有‘儿童食品’

这种食品类别，现在的儿童食品更多的

是市场概念。目前唯一能够称之为儿童

食品的只有婴幼儿辅助食品，比如婴幼

儿奶粉，这个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都

有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管理，其他的儿

童食品像儿童酱油这种并无相关的标

准，它们执行的是与成人食品一样的标

准。也就是说，在国家标准方面并无‘儿

童酱油’这一概念。”朱丹蓬称。

据了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中，还没

有专门的儿童食品国家安全标准，也没

有明确儿童食品标准的定义。在酱油产

品领域同样如此，目前只有代码为GB

18186-2000的酿造酱油标准，并没有出

台专门针对儿童酱油的相关标准。

“在普通酿造酱油标准的基础上，各

企业推出的儿童酱油通过配比的微调入

局儿童调味品风口，在获得利益的同时，

乱象也伴随而生。”业内人士称。北京商

报记者通过对比发现，海天味业推出的

儿童拌饭酱油成分表中添加了13%的铁

元素，加加食品小加酱油中含盐量为

1106mg/15ml，占比达56%，远高出大多

数普通酱油含盐量。味事达贝比鲜酿造

酱油宣称零添加，但其原料表中出现了

谷氨酸钠、5'-呈味核苷酸二钠、三氯焦

糖等食品添加剂以及食用酒精。

业内普遍认为，相关标准尚未完善，

导致了儿童酱油行业乱象的出现。儿童

的身体尚未发育成熟，排泄能力差，倘若

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摄入，无疑给儿童健

康带来风险。因此，向儿童提供的食品不

管在安全性和营养性上，都应该有更为

严格的标准。同时，业界也在不断表示儿

童调味品方面应参照国外的儿童食品标

准进行严格的管理及监控。

朱丹蓬表示，儿童用品市场混乱的

现实，至少印证了两条市场规律：需求决

定市场，无规则会扰乱市场。目前国内并

没有关于“儿童食品”的国家标准，生产

端基本上都是以企业标准作为产品的生

产标准，消费端只有保护儿童的意识，但

没有专业的甄别知识。这就给了企业很

大的自由空间，造成“儿童食品”成为很

多企业实现产品差异化、追求高利润的

手段，形成种种乱象。

“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健全相关标

准，将婴幼儿食品、儿童食品纳入规范

中，这样才能让婴幼儿食品、儿童食品多

些安全，消费者少些花费，厂家也少些炒

作，多些诚信。”朱丹蓬建议。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张君花
图片来源：千禾味业官网

儿童酱油 噱头还是商机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通过淘宝

发现，千禾味业推出了儿童版千禾

有机酱油，该产品在原料、生产标

准方面与普通千禾有机酱油相同；

在氨基酸态氮含量方面低于普通

千禾有机酱油（氨基酸态氮是酱油

营养价值和鲜味的主要来源，含量

越高品质越好）。而在价格方面，却

比普通千禾有机酱油略高。

业内人士称，随着儿童食品市

场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入

局儿童市场， 酱油企业也不例外，

诸如千禾、海天、加加食品等企业

均推出了自己的儿童酱油产品。但

一些企业为了利益夸大宣传，推出

一些伪概念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

扰乱了行业发展。因此，儿童食品

行业标准亟须规范。

推出礼品卡

小仙炖掘金年末市场

儿童酱油
原料：
水、黄豆、小麦、食用盐（未加碘）
氨基酸态氮含量≥1.0g/100ml
零添加：未公开
价格：20-26元千禾儿童酱油与成人酱油数据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