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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跑马圈地 洽洽“抄小道”追赶零食巨头

切入线上直播

近日，洽洽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我

就是主播”招募大赛。报名参加此次“我就

是主播”招募大赛冠、亚、季军除获得一定

金额的奖金外，还将成为洽洽直播营销学

院特聘讲师及常驻签约主播。

据了解，“我就是主播”是由洽洽发起，

安青网、合肥市互联网协会协办，合肥论坛

承办的高校网络直播赛事。同时也是洽洽

首创的网红孵化星计划，主要面向全国各

地招收参赛者。

事实上，以线下渠道为主的洽洽，自

2015年切入线上渠道以来，就一直想要改

变线上线下失衡状态。2016年，洽洽开设

天猫旗舰店。同年，洽洽线上销售实现1.95

亿元。2017年，洽洽线上营收为1.96亿元。

2019年，洽洽线上销售达6亿元，比2018年

翻了一倍。

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洽洽布局线

上直播的“劲头”愈演愈烈。3月初，洽洽联

合首都营养学会多位营养专家开展专场直

播，向消费者普及坚果营养知识，传播小黄

袋“每日营养必需品”的最新定位。随后，洽

洽与当红主播薇娅进行两次合作，达成一

分钟内两个单品售罄的纪录。4月1日，洽洽

则找来自带流量的罗永浩进行直播带货。

洽洽最早尝试直播带货是在2019年。

这一年，洽洽首次推出全球透明工厂在线

直播，通过镜头向消费者展示了其原料基

地、自动化智能生产线、全球立体仓储中心

等实时运作情况。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赖阳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名人、网红

直播带货在当下是一种十分流行的营销

形式，各个企业想要借助这种热度对企业

进行一定的宣传，但却不是长久之态。而

招募自己的主播，将直播常态化才是未来

的发展趋势。

与巨头存差距

急迫想要在新零售有所突破的洽洽，

更多的是对于昔日地位衰落的焦虑。2019

年，三只松鼠实现营收101.9亿元，同比增

长45.61%；良品铺子实现营收77.2亿元，同

比增长21.05%；百草味实现营业收入50.2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79%；而洽洽营

收仅为48.37亿元，同比增长15.25%，已在

“三极”之外。

对于逐渐拉开的距离，洽洽并不甘心。

除了发力线上渠道，洽洽近两年动作频频。

首先，洽洽通过不断跨界营销推动自身产

品的年轻化。2019年3月初，洽洽跨界美妆

联合春纪推出瓜子脸面膜；3月末，洽洽与

太平鸟推出联名T恤；5月，洽洽与携程联

合推出“葵花节旅游专线”；8月底，洽洽食

品与独立设计师联合推出限量的“红袋香

瓜子”帆布鞋；10月，又跨界与网易云音乐

推出限量版“蓝袋乐享包”和“网易乐享礼

盒”；随后还与LV设计师推出国潮定制礼

盒，发力高端国际化市场。

在产品多元化上，洽洽于2019年7月

18日，推出坚果品牌升级战略，将品牌战略

升级为“掌握关键保鲜技术”。洽洽创始人

陈先保曾公开表示，“我们要allin，尽快将

洽洽的每日坚果做到行业第一”。

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

始人徐雄俊表示，就目前的发展状态而

言，洽洽的发展确实不及三只松鼠、良品

铺子、百草味。但是洽洽并没有停止追赶

的脚步，从起步之初完全依赖线下到布局

线上，再到与头部主播合作以及招募自有

主播，这所有的动作都是洽洽想要走出舒

适圈的信号。

“但是，想要跻身三巨头之列，对于洽

洽而言存在不少挑战。先不说营收已经跨

入百亿行列的三只松鼠，单就上市不久不

断开拓细分领域、参与儿童零食团体标准

制定的良品铺子而言，洽洽想要超越已经

存在一定难度。另外，随着百草味被收入百

事麾下，无论是从资金链还是渠道的补充

上，都可圈可点。”业内人士称。

面临成本难题

透过洽洽的种种举动，不难看出它想

要突破当前坚果炒货市场格局的欲望，而

且与直接邀请头部主播相比，招募自有主

播成本风险更加可控。

相关数据显示，当红主播薇娅与梦洁

股份在此前合作中，梦洁股份支付费用达

到213.24万元，占梦洁股份2019年经审计

营销费用的0.3%。以此推算，薇娅出场费一

场平均在70万元上下。根据坊间信息，自带

流量的罗永浩出场费为60万元左右。与携

带巨大流量的当红主播相比，招募自有主

播似乎更划算一些。

在赖阳看来，企业招募自有主播，相对

而言在专业度、对产品的了解度等方面比

当红主播更胜一筹。基于此，这些企业自有

的主播能在直播过程中更好地满足企业消

费者的需求点。

但在徐雄俊表示，招募自有主播无论

是在成本上还是周期上，都存在着不确定

性。同时还存在自主招募主播知名度不高、

影响力低、带货能力弱的风险。

洽洽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由于现在该活动项目还处于前期招

募进行和试行中，不方便对外发布言论

和规划。

显而易见，相较薇娅、罗永浩等头部主

播的带货能力，自有主播的带货能力显然

较弱。据悉，罗永浩一场3小时的直播，洽洽

的坚果卖出了200多万袋。而疫情期间，在

洽洽自有主播主导的淘宝每日一场直播活

动中，每日坚果月销量为7.5万单、辣烤腰

果月销量为8.5万单。

业内人士称，一些不够专业的主播对

于整个产品销售存在较大的影响。

据悉，在洽洽4月自有主播的一场淘

宝直播中，因为主播说话一时不太温和，

洽洽天猫旗舰店粉丝5分钟内就下降1000

多人。

赖阳说，相较三只松鼠的爆款IP，洽洽

通过邀请头部主播带货吸引粉丝的方式还

比较粗犷，这样的引流只是短暂性的，加上

头部主播昂贵的出场费，于洽洽而言，其实

并不划算。真正想要比肩三巨头的方法，还

是需要从产品本身出发，完善产品多样化，

推动产品品牌升级，年轻化、趋势化，不断

适应消费者需求变化，才能跻身前三强。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张君花

火速布局线上直播， 洽洽跑马圈地背后进阶欲变强。近

日，洽洽推出签约主播全国招募计划，比赛获胜者可直接成

为洽洽直播营销学院特聘讲师及常驻签约主播，这也开启了

食品行业首家招募自有主播的先河。此外，洽洽还联合薇娅、

罗永浩等主播开启一场场直播带货。 一系列线上跑马圈地的

动作，暴露了洽洽想要追赶休闲零食行业巨头的野心。但依靠

头部主播带货并不是长久之态， 洽洽想要借此翻身还需做长

远打算。

时隔五年 达能借收购重启奶粉本土化
收购本地奶粉

5月31日，达能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达能与澳大利亚

SaputoDairyAustralia（SDA）公司已达

成协议，收购SDA旗下青岛迈高（Murray

Goulburn Dairy（Qingdao）Co.，Ltd.）

100%的股份。

青岛迈高成立于2000年2月，经营范

围为生产、加工、批发婴幼儿配方乳粉及乳

制品（产品30%外销）等。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查询工商登记信息

发现，目前青岛迈高发生了多项变更，其

中，青岛迈高唯一股东（发起人）从Saputo

Dairy Australia Pty LTD变 更 为 了

DanoneAsiaPacificHoldingsPte.Ltd，

认缴出资额为500万美元，属于有限责任

公司（外国法人独资）。同时，该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从RichardCharles Wallace变更

为李鹏，后者也出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经

理。一同变更的公司其他主要人员还包括

王艳琦、唐斐出任董事，樊平出任监事。

事实上，这并不是达能首次在中国拥

有奶粉工厂。此前，达能曾经在中国生产和

销售多美滋品牌奶粉产品，并做到国内奶

粉市场份额第一。然而2013年8月，多美滋

曝出“恒天然肉毒杆菌事件”，虽然后来被

证实为乌龙，但品牌形象受损，中国区的业

绩一路下滑。2014年，多美滋销售额13.19

亿元，净亏损7.71亿元。

2015年12月，蒙牛乳业与雅士利联合

发布公告称，雅士利与达能已达成收购协

议。达能以12.3亿港元出售了多美滋中国

的全部股权，接盘的是蒙牛控股的雅士利，

当时的交易也被视为达能甩掉一个包袱。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在华“脱手”

多美滋，达能奶粉业务在中国的足迹从

“主要是由本地品牌和国际品牌两部分所

组成”，变为聚焦于旗下的国际品牌。距离

上次在中国市场把多美滋品牌出售给雅

士利五年后，达能借助完全收购青岛迈

高，再次拥有本土婴幼儿配方奶粉工厂，

这也成为达能敲开中国庞大消费市场大

门的一块金砖。

意在配方注册

业内普遍认为，达能重启中国本土奶

粉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关于奶粉配方注册

新规定的实施。

在达能出售多美滋在华工厂后，2016

年10月1日新实施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

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中规定，在境

内生产或向境内出口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应当依法取得注册

证书，每个生产工厂原则上不得超过3个配

方系列9种产品配方，每个配方系列包括婴

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较大婴儿配

方乳粉（6-12月龄，2段）、幼儿配方乳粉

（12-36月龄，3段）。

对于未能在“奶粉新政”实施后顺利通

过配方注册的品牌，其奶粉产品便无缘在

中国线下门店进行销售，只能依赖跨境电

商平台以及代购等个人渠道。因此，许多海

外奶粉品牌虽然有不少配方产品，但也只

能忍痛放弃，无法一一进行配方注册。比如

达能的可瑞康金装系列等，目前只能通过

跨境购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乳业专家宋亮表示，尽管配方注册产

品不存在总量控制，但是随着监管越来越

严格，近年来奶粉企业普遍感觉配方注册

进展缓慢。因此，通过收购拥有配方注册的

奶粉企业，是目前外资奶粉企业丰富其配

方注册奶粉品牌最便捷的渠道。

“入主青岛迈高意味着达能完全控制

了一家已手握中国奶粉配方注册‘通行证’

的奶粉工厂。”业内人士说。

据悉，青岛迈高3个婴幼儿配方乳粉产

品的配方已经通过了注册，其商品名称均

为“迈启乐”，覆盖1-3段的产品，早在2017

年11月配方已获批准，属于在青岛生产的

国产奶粉。

对于收购青岛迈高的原因，达能相关

负责人也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这一投资是达能在华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是达能在中国发展婴幼儿配方奶粉生

产的关键举措。通过本次交易，达能将进一

步丰富在中国市场的产品种类，并凭借其

在全球婴幼儿配方奶粉领域的专业经验，

更好地服务中国消费者”。

补全渠道短板

智研咨询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

婴幼儿奶粉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及市场供需

预测报告》显示，全球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市

场规模将从2018年的591亿美元增长到

2026年的95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6%。

2019年我国奶粉行业市场规模为1755亿

元，同比增长8.4%，过去五年复合增速为

8%。预测2020-2023年奶粉行业复合增速

为7%。

伴随市场扩大，达能正在进一步押注

与开拓中国奶粉市场。今年2月，达能发布

的2019年业绩通报显示，全年销售额同比

增长2.6%至253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1929亿元）。作为达能的第二大市场，中国

市场2019年销售额约占其销售额的10%。

粗略推算，去年达能在华销售额约为193亿

元，其中，约2/3来自于奶粉所在的专业特

殊营养品业务（推算约128亿元）。

不过，达能的奶粉业务想要在中国市

场继续高歌猛进，仍然有一些突出问题亟

待解决，首先是渠道问题。“中国婴配粉行

业发展到今天仍然‘渠道为王，终端制胜’

的时代，各大婴配粉企业都在进行奶粉全

渠道的争夺。”业内人士称。

据达能首席财务官CécileCabanis

在2019年财报业绩会议上透露，影响2020

年奶粉业务增长的，除了中国的人口增速

和疫情等因素，还有注册。此前，达能新研

发的奶粉产品已准备好在公司直接控制的

渠道上市。但是由于注册过程按下“暂停

键”，这导致达能的一些高端奶粉新品的推

出时间较预计延迟。

宋亮表示，相对来说，人口增速与疫情

是客观因素，不可控；注册则是企业可以主

动作为的，可控。收购拥有注册配方的本土

工厂，意味着接通了国内线下实体销售渠

道与国内电商渠道，加上拥有注册配方之

前就存在的跨境电商、个人代购等渠道，达

能有望实现全渠道布局，有利于开拓广阔

的一二线城市的市场和三四线及以下的下

沉市场。

目前，中国婴幼儿奶粉品牌市占率呈

现出外资与国产多强并存的市场格局。雀

巢市占率从2016年的13.9%上升至2018年

的14.1%；达能市占率从2016年的8.1%上

升至2018年的9.5%；飞鹤市占率从2016年

的5.1%上升至2018年的8.6%。

“在中国奶粉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

达能的危机意识始终高悬。”在快消新零售

专家鲍跃忠看来，在做好下沉市场的同时，

如何结合线上渠道以满足婴幼儿父母不间

断购物的需求，成为外资奶粉品牌持续扩

张的关键，未来如何进一步做好线上线下

融合也是达能实现业绩突破的发力点。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王晓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迈高乳业（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迈高”）发生了多项

变更，其中在股权结构上，青岛迈高变为由达能全资持有。这意味着，时隔五年，达能再尝拥有本

土婴幼儿配方奶粉工厂的“滋味”。业内人士称，“奶粉新政”实施以来，通过收购拥有配方注册的

奶粉企业，是目前外资奶粉企业丰富其配方注册奶粉品牌最便捷的渠道，这也是此次达能100%

股份持有青岛迈高的目的所在。完成收购后，达能有望完成线下实体经销、国内电商销售、跨境

电商等全渠道布局，有助于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提升其在行业的竞争力。

雀巢 达能 飞鹤

2016年 13.9%

2018年 14.1%

2016年 8.1% 2016年 5.1%

2018年 9.5% 2018年 8.6% 中国婴幼儿奶粉

部分品牌市占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