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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水是不是智商税
一直为母婴水品牌做代工的厂商
负责人刘女士突然想放弃了。“母婴水
利润远高于普通饮用包装水，不想代
工了，计划自己做个母婴水品牌。”刘
—自
女士不想做代工的原因很简单——
己做母婴水品牌似乎更赚钱。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
上母婴水售价普遍是普通饮用包装水
的4倍以上，各品牌所参照的生产标准
也不尽相同。业内人士表示，我国目前
尚未有母婴水这一分类，也无相关具
体标准。市面上那些“有利于呵护宝宝
的代谢系统”的母婴水更像是商家用
来吸引消费者的噱头。

母婴水与普通饮用水
价格对比

1L×12瓶/ 箱的
农夫山泉母婴水

250ml×12瓶/ 箱的
恒大冰泉婴幼儿水

标价为148元
每升价格约12.3元

标价为36元
每升价格约12元

未标注母婴水的
5L×4瓶/ 箱的
农夫山泉天然饮用水

未标注母婴水的
4L×4瓶/ 箱的
恒大冰泉天然矿泉水

售价为59.9元
平均每升约3元

售价为48元
平均每升为3元

露的上市申请版本（第一次呈交）的财务报表
显示，农夫山泉的销售成本主要包括PET、
溢价4倍
糖、果汁等的原材料成本，纸箱、标签、收缩膜
做母婴水有多赚钱？“ 成本差不多的水， 等包装成本，以及制造费用和人工薪酬，唯独
农夫山泉母婴水标价卖到12元多一升，普通 没有提及水的成本。
饮用天然水大概是不到3元一升，差4倍多。”
对于水的成本为何没有纳入销售成本
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一直为母婴水品牌做代 中，业内人士表示：“除了矿泉水（矿泉水属于
工的厂商负责人刘女士算了一笔账，也正是 矿产资源，根据出水量进行评估定价），水的
这笔账让刘女士有了自创母婴水的想法。
成本费用是在营业税金和附加里，以水资源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包装饮用水打上 税的形式存在。目前国内水资源税不算高，平
“母婴水”或“婴儿水”标签，市场售价便远高 均到每瓶550ml的水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于普通包装饮用水。例如，1L×12瓶/ 箱的农
农夫山泉在报表中提到，“2017-2019年
夫山泉母婴水标价为148元，每升价格约12.3 农夫山泉毛利持续上涨，其中包装饮用水贡
元；250ml×12瓶/ 箱的恒大冰泉婴幼儿水标 献最大，2019年82.7%的毛利上涨来自于包装
价为36元，每升约12元。而未标注母婴水的桶 饮用水产品”。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农夫山
装恒大冰泉天然矿泉水和农夫山泉天然饮用 泉包装饮用水毛利率一度达到60.2%。
水售价仅约3元/ 升。
“550ml的水成本大概4毛左右，成本组成
“母婴水”VS普通包装水
是瓶子、标、盖子、运费、广告费，水基本不要
售价与普通包装饮用水差了4倍之多，搭
什么钱。普通水毛利尚且如此高，溢价4倍多
的母婴水可想而知。”对于母婴水能赚钱这个 上“母婴”快车的饮用水到底有什么不同？
说法，刘女士深信不疑。
以农夫山泉母婴水为例，根据农夫山泉
北京商报记者尝试从拥有母婴水的农夫 在其产品宣传片中的介绍，“农夫山泉婴儿水
山泉财务报表中获取一些信息。农夫山泉披 源自长白山莫涯泉，有低钠、淡矿化度的特

点，有利于呵护宝宝的代谢系统；商业无菌，
可以保证宝宝的饮水安全”。
“低钠、淡矿化度”是农夫山泉母婴水的
卖点。在农夫山泉母婴水配料表中可以看到，
其钠含量标识为0.8-20mg/ L。
然而，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农夫山泉红
盖 水 （普 通 包 装 水） 钠 含 量 标 识 为 ≥
80滋g/ 100ml，即≥0.8mg/ L。母婴水与普通包
装水在钠含量方面的区别为“婴儿水”钠含量
在≥0.8mg/ L的基础上特别标识了≤20mg/ L，
而普通红盖包装水无标识上限。
此外，农夫山泉表示母婴水“采用无菌生
产线生产，达到商业无菌需求”。在具体介绍
工艺时，农夫山泉对比了农夫山泉婴儿水和
普通红盖包装水称，“婴儿水无需煮沸，即可
给宝宝泡奶或直接饮用”，普通红盖包装水则
建议，
“先煮沸后才能给宝宝饮用”。
针对农夫山泉母婴水与普通红盖包装水
的具体区别以及母婴水生产所依据的标准等
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发邮件采访农夫山泉，但
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农夫
山泉所谓的无菌生产线更像是偷换概念，市
场上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生产的包装水，都

是用的无菌灌装设备。此外，按照中国家长的
喂养习惯，一般都会选择将饮用水加热煮沸
再给宝宝饮用，因此母婴水无需煮沸的卖点
对宝妈来说意义不大。

无统一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虽然有多个品
牌在生产销售母婴水，但参照的生产标准
却不同。
以农夫山泉为例，其母婴水在产品包装
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Q/NFS0012S。北京商
报记者从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了解
到，该标准为农夫山泉的企业标准。在该标
准中，农夫山泉指出其母婴水产品在食品生
产许可证审查细则中应属于“其他饮用水”的
范畴。
与农夫山泉母婴水标准不同，其他母婴
水品牌大多为包装饮用水国家标准或饮用
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例如巴马铂泉饮用水
（适合婴幼儿）产品执行标准为GB19298，北
极泉天然饮用水（适合婴幼儿）产品执行标准
为GB853，恒大冰泉宝宝水产品执行标准为
GB8537。

各母婴水品牌参照标准不同的背后是目
前国家尚未有对母婴水的国家标准及评级。
按照《GBT10789-2015-饮料通则》，包装饮
用水分为饮用天然矿泉水、饮用纯净水和其
他类饮用水三类，其中其他类饮用水又包括
饮用天然泉水、饮用天然水、其他饮用水。对
于整体包装水行业和饮用天然矿泉水类目，
我国都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即《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包装饮用水》（GB19298-2014）和《食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饮 用 天 然 矿 泉 水》
（GB8537-2018），却没有饮用天然水的国家
标准，也没有母婴水这一类目。
或许是因为没有统一标准，市场上各母
婴水品牌的产品介绍也较为混乱甚至出现
“打架”的情况。例如，在钠含量上，农夫山泉
标识的母婴水应小于等于20mg/ L，而日本进
口母婴水KABOS的钠含量则为26mg/ L。在
偏硅酸含量上，农夫山泉母婴水的规格为
1.5-50mg/ L；新西兰进口母婴水27000则为
90-110mg/ L。
此外，27000母婴水对“高温杀菌、直接饮
用”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7000母婴水
海外旗舰店客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27000
母婴水杀菌主要靠过滤，外加紫外线消毒。
而且不论什么饮用水，初生婴儿均建议加热
饮用。”
“无标准”情况下，商家如何打开母婴水
市场？一位在饮用水行业从业多年的人士称，
“目前确实没有母婴水的相关标准和分类，因
此在推出母婴水产品时，一般在商标上标出
‘建议或适合婴幼儿饮用’的字样”。此外，一
些商家宣传时强调“母婴水”的特殊功效，例
如农夫山泉宣称其婴儿水有利于吸收，卓玛
泉母婴水宣称不易上火、不给肝肾脏增添负
担等。
在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科技
传播部主任阮光锋看来，目前市场上的母婴
水要么宣传无菌，要么宣传含有特定的矿物
质，有利于宝宝健康，但这些观点从科技角
度均站不住。“ 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饮用水
煮沸后都是可以给婴儿喝的，并不需要商业
无菌条件。另外，喝水不是婴幼儿获得微量
元素的主要途径，主要还是靠饮食，所以饮
水里面即便有某种微量元素，对健康影响也
不大。”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市面上母婴水
与普通包装饮用水本质区别并不大，品牌方
更多是借助母婴水概念增加产品附加值。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 王晓

爱立信在华业绩持续下滑
连续大幅下滑
据爱立信官网发布的业绩数据，该公司
今年三季度销售额为563亿瑞典克朗，去年同
期为575亿瑞典克朗，主要受部分追溯知识产
权收入增加以及所收购的Cradlepoint业务
推动；扣除重组费用的毛利率提高至44%，去
年同期为43.2%；毛利率为44%，2020年同期
为43.1%；扣除重组费用的息税前利润率增长
至15.7%，去年同期为15.6%；息税前利润从
86亿瑞典克朗同比增长至88亿瑞典克朗，息
税前利润率由15.7%降到15%。
其中，网络业务销售额同比保持稳定，如
果不考虑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额，三季度网
络业务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8%。不
过，鲍毅康表示，在三季度末，供应链的干扰
对爱立信的销售额产生了一些影响，而该问
题将继续构成风险。受运营杠杆和更高知识
产权收入的推动，三季度毛利率增长至47.8%
（2020年同期为46.7%）。

爱立信在中国市场的业绩继续下滑。10月20日，根据爱立信公布的
财报，今年三季度该公司整体销售额同比下降2%，在华销售额仅为去年
的一半。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鲍毅康警告称，爱立信未来在中国市场的
份额可能还会大幅下降，计划从四季度开始调整在中国的销售和配送。
在业内人士看来，爱立信在华业绩下滑主要是受其本身竞争力下降以及
国际关系影响，短期内恐怕难以得到改善。

对于爱立信来说，中国市场至关重要。鲍
毅康曾指出，“中国市场占我们总收入的8%，
对我们来说，在中国的业务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目前，在5G网络的部署上，中国已经走在
前列，ViaviSolutionsInc.今年6月发布的一
项新研究结果显示，拥有5G覆盖城市最多的
前三个国家是中国（376个）、美国（284个）和
菲律宾（95个）。

爱立信近五个季度销售额（单位：亿瑞典克朗）

短期难以恢复

2020年三季度
2020年四季度
2021年一季度
2021年二季度
2021年三季度

575
696
498

575
563
数字服务销售额增长了1%，如果不考虑 绩并不乐观。据外媒报道，爱立信三季度中国
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额，三季度数字服务销 市场销售额仅占该公司营业额的5%，是去年
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鲍毅康称， 同期的一半，这主要是受到网络和数字服务
5G合同已开始产生初步收入，这推动了核心 销售两个关键领域下降的影响。
业务的增长。主要受云原生5G核心网项目初
爱立信首席财务官卡尔·梅兰德表示，这
始部署成本的影响，三季度毛利率为42.3% 是该公司在华销售额连续两个季度大幅下
（2020年同期为43.5%）。
滑，仅在三季度中国地区销售就减少了36亿
然而，如果聚焦到中国市场，爱立信的业 瑞典克朗。

“爱立信在华的5G设备市场份额不断缩
小，导致硬件销售和后期服务都会持续缩水，
主要是因为技术和设备的竞争力下降，也有
可能受到国际关系的恶劣影响。”电信分析师
马继华说。
另一位业内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这两年国内运营商主要进行5G的网络建设，
但在5G通信设备集采中，爱立信拿到的份额
都不多，有的是5%，有的只有2%-3%，这势必
会影响爱立信的业绩。“此外，为了中标，爱立
信或许还使出了低价策略，但份额就那么多，
收入自然不高。”
据开源证券报告，在今年7月的中国移动
5G700M主设备招标中，华为所占份额约为
60%，中兴通讯获得31%的份额，中国大唐电
信获得3%的份额，诺基亚份额为4%，爱立信

去年还曾获得11%的份额，此轮仅剩下2%。爱
立信的价格也比华为和中兴低，其单站中标
价格约为7.4万元，而华为和中兴的价格分别
为7.98万元和7.96万元。
今年9月，在中国移动公布的2021年4G、
5G融合核心网新建设备集中采购中标候选人
公示中，华为是第一中标候选人，中兴通讯是
第二中标候选人。太平洋证券研报就此指出，
此次中国移动限定两个厂商中标，华为、中兴
双方只是争夺第一份额。
鲍毅康在三季度业绩会上表示，“ 由于在
中国市场的销售额持续下滑，从四季度开
始，我们必须调整在中国的销售和交付团
队规模”。他透露，随着公司削减在中国的
员工和业务规模，四季度将会出现一些“重
组成本”。
关于具体的调整计划，北京商报记者试
图采访爱立信方面，但截至发稿对方未给出
回复。
在马继华看来，如果以上所提到的问题
不能根本解决，爱立信单纯重组效果不大。
上述业内人士也指出，“ 爱立信现在所谓的
重组业务，其实就是通过裁员降低成本，但
说实话，爱立信在5G时代恢复在中国市场的
份额可能性不大，除非一些环境因素能得到
改善”。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