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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食饮业格局重塑

疫情催化“旧势力”变革，资本助力“新势力”崛起

2020 年，食品饮料行业因疫情催生

了诸多变化。众多品牌上半年业绩受挫，

可口可乐等巨头加快业务调整，下半年

开始复苏。

同时，诸多品牌在资本助力下蓬勃

发展。农夫山泉在香港上市，其创始人

钟睒睒成为了中国首富。海天酱油、金

龙鱼等品牌的市值飙涨至数千亿的体量。

资本的加持下，小而美的品牌加速

涌现。元气森林实现年收入 25 亿元目

标，王饱饱、三顿半等品牌连续融资，

加快布局。这些品牌以小众切入，通

过碎片化传播，短时间爆红。相比之下，

传统品牌却想学又难掉头，处于两难

境地。

在业内人士看来，2020 年食品饮料

行业“新势力”崛起，同时“旧势力”

也在调整适应新人群、新渠道、新场景

的社交化、碎片化的需求。2021 年，这

种变化仍将持续下去，食品饮料行业的

格局正在加快重塑。

业绩或涨或跌                                 
疫情下传统势力“冰火两重天”

2020 年，疫情突如其来，食品饮料

企业境遇可谓冰火两重天。

其中，作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企

业业绩亮眼，以方便食品表现最为抢眼。

疫情严重的上半年，方便食品的消费高

速增长。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受疫情期间居家隔离的影响，

2020年1-5月方便食品消费增长了1.5倍；

其中，2 月增幅达 21.3 倍的爆发；3 月后

减速。2020 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方

便食品制造企业完成营业收入 1371.5 亿

元，同比增长 4.7%；实现利润总额 87.5

亿元，同比增长 12.8%。上半年，方便

面行业整体销量同比增长 5.6%，销售额

同比增长 11.5%。

以速冻食品为主营的三全食品，

今年上半年营收 37.3 亿元，同比增长

22.6%，净利润则暴涨 409.61% 至 4.52 亿

元，比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三年

的净利润之和还多。康师傅方便面业务

实现营收 149.1 亿元，同比增长 29.16%。

统一集团食品业务上半年实现收益 52.07

亿元，同比增长 22.0%。今麦郎方便面

已连续 13 个季度行业增长第一，6 月份

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50%。

由于疫情，消费者外出消费减少，

以饮料为主的企业，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2020 年 1-8 月，全国规模以上饮料

制造企业营业收入 2973.9 亿元，同比下

降 9.5%；利润总额 311.9 亿元，同比下

降 4.3%。全国规模以上饮料制造企业产

量达到 11238.0 万吨，同比下降 8.1%。

就企业而言，农夫山泉上半年营

收 115.45 亿元，同比下降 6.2%；净利润

28.64 亿元，比去年同期的 28.76 亿元降

0.7%。康师傅饮品业务营收176.17亿元，

同比下滑 4.09%。统一上半年饮品业务

也同比减少 7.4% 至 62.91 亿元。

受到全球范围内疫情的影响，国际

巨头也加快调整。食品巨头雀巢上半年

总销售额下跌 9.5%。达能受到水业务的

影响，收入微降 1.1%。上半年，雀巢剥

离雀巢皮肤健康公司和美国冰淇淋业务、

低端饮用水业务。中国市场，雀巢出售

了低端水业务和银鹭八宝粥、花生牛奶

的业务。达能同样出售了旗下益力水业

务。可口可乐作为饮料公司，优化了数

千名北美市场的员工。

战略定位专家、上海九德定位咨询

公司创始人徐雄俊认为，2020 年，传统

食品饮料企业可谓是“低迷”。疫情导

致消费者外出减少成为传统企业业绩下

滑的直接原因，但从根本看，是传统企

业产品相比而言健康化程度不高，且多

数产品处在生命周期下半段，企业体量

大难掉头。

融资多市值高                               

资本下的新兴品牌开启颠覆模式

与传统企业步履维艰不同的是，

2020 年一些新兴品牌却乘“资”而上。

2020 年，食品饮料行业最大的新闻

是农夫山泉上市，并且农夫山泉创始人

钟睒睒成为中国新首富，坐拥 900 多亿

美元的财富。业内人士评论，农夫山泉

让中国企业家看到做实业的希望。

除了农夫山泉，海天味业、金龙鱼、

天味食品等企业的市值也翻倍增加。

上市企业市值高涨，在资本助力下

的新兴品牌发展快速。在快消品新零售

专家鲍跃忠看来，2020 年，食品饮料行

业呈现新消费、新品牌、新品类、新零售、

新营销的特点。

其中元气森林估值达 140 亿元，

2020 年，25 亿元销售目标基本达成。

2021 年，线下渠道收入将达 75 亿元。

2020 年，王饱饱经过了多轮数亿元的融

资、自嗨锅完成两轮亿级的融资，三顿

半也完成了亿元以上的融资、汉口二厂

在9月先后完成A轮和A+轮亿级融资。

对于这些新兴品牌的新模式，英敏

特食品饮料分析副总监李琛认为，从社

会角度看，消费升级是主要的驱动力。

从微观层面看，消费者审美升级和消费

习惯改变是重要的原因。“消费者的文

化喜爱有了差别，给新品牌带来了空间。

并且，这些消费者获取信息的媒介从主

流的超市、电商，发展到社交媒介，传

播碎片化，高价值的新消费群体被新品

牌带走。新兴品牌的商业模式，更适合

年轻人，对传统品牌的冲击是不同维度

的，传统品牌很难竞争。

2020 年，新兴品牌从产品方面，渠

道、终端、营销等各个方面对传统品牌

带来了冲击。新兴品牌不按常理出牌，

用互联网的思维降维打击传统的饮料行

业，推出颜值高、健康化的产品。在疫

情的影响下，传统渠道元气大伤，中小

渠道商被洗牌出局，品牌商也不再提倡

扁平化，而是回归大商代理制。并且社

区型终端正在加速传统KA及商超蚕食，

社区团购过渡性潜移默化影响着消费者

的购物习惯，到家、到店模式的新型社

区电商正在帮助快消品进一步下沉。

李琛认为：“其实新兴品牌的产品

创新性并不大，但他们的商业模式更轻，

发展更快。通过代工生产，以小群体如

健身人群、减肥人群等群体切入，以直

播平台、小红书、抖音、微信朋友圈等

社交媒体内在的裂变方式传播，同时实

现品牌溢价和完成销售。传播即销售，

效率大大提高。”

传统和新兴势力融合                            

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兴食品饮料品牌在资本助力下高

速发展，但并不代表他们在烧钱。李琛

表示，在新兴品牌中以烧钱模式扩张的

品牌不多。快消品之所以受到资本青睐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

现金流，前期投入不大，可以实现高速

扩张。

传统食品饮料企业市场份额被新兴

品牌抢走一部分，并不代表老品牌消失。

这些品牌拥有广泛的知名度和深厚的渠

道基础。并且，传统品牌也在通过多个

模式进行转变。其中，联名就是最重要

且有效的办法。

大白兔作为上海冠生园旗下产品拥

有60多年的历史，前几年有些销声匿迹，

近两年通过联名气味图书馆，推出大白

兔香水，逐渐在年轻消费者心中产生了

认知。2020 年还推出了雪糕和冰淇淋。

健力宝紧跟国潮风，推出一系列复古的

国风包装等等。

虽然传统品牌在尝试向新兴品牌模

式靠拢，但仍存在较大区别。新兴品牌

模式是内生性的，这些创业者善于整合

平台和资源实现高效运营。传统品牌压

力是来自外部，竞争对手多，面对诸多

领域小品牌冲击，很难兼顾细分领域，

他们需要学习，短时间难以学到精髓。

所以传统企业仍面临很大的挑战。

不过，如何扩张将是新兴品牌面临

的最重要问题。“新兴品牌扩张就会进

入传统品牌占据优势的传统渠道，新旧

势力的竞争将进入深水区。”业内人士

指出。

未来，传统企业和新兴品牌有实现

融合的可能，中国食品饮料市场的变革

还未结束。数字化变革将从消费端向生

产和供应链上游倒逼。若最终打通，将

产生更多新机遇。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公共流量

获客成本不断提高，2021 年，私域流量

加公域广播相结合的品牌推广将逐渐兴

起。在此基础上，社区电商会更加理性

地在供应链和服务端进行布局。

（转自蓝鲸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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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面对河北省疫情严峻的形

势，中建七局主动请缨，参与石家庄

新华区集中隔离点紧急建设及南宫方

舱隔离点水电改造任务。

1 月 14 日，中建七局一公司驻石

项目接到援建新华区集中隔离点暨新

华区“藁城来石人员”酒店改装工作

的紧急任务，中建七局一公司迅速反

应并成立石家庄战疫工程临时指挥

部，104 名管理人员纷纷请愿参战。

13 时，中建七局各类机械及设备 20

余台全部进场。1 月 15 日，中建七局

一公司率先完成 7 所隔离点改装改建

工作。1 月 16 日，石家庄防控中心新

增 3 处隔离点改造，中建七局一公司

援建队来不及休整，立刻奔赴现场，

目前已将 3 所隔离点全部改造完成，

圆满完成任务。

在邢台南宫市方舱医院建设现场，

中建七局总承包公司正全力配合当地

政府对方舱隔离点进行水电改造。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1 月 14 日，南

日前，由中国建设科技集团所属中国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设计的北

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延庆

山地新闻中心等 4 大场馆及配套设施建

设全面完工，标志着北京冬奥会延庆赛

区的筹办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同时国家

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建

成填补了国内相关项目场馆建设空白。

据了解，延庆赛区在北京冬奥会三大

赛区中建设难度最大，在面临海拔高、

施工条件差等难题的情况下，从 2017 年

开工建设到完工，仅历时 3 年。2022 年

冬奥会期间，延庆赛区将举行高山滑雪、

雪车、雪橇 3 个项目的比赛，以及冬残

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的比赛，届时将产生

21 块冬奥会金牌、30 块冬残奥会金牌。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设 7 条雪道，包括

山顶出发区、中间平台、竞技结束区、竞

同舟共“冀”
中建七局全力抢建河北省应急隔离点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延庆赛区四大场馆全面完工

宫市政府计划建设南宫市方舱医院，

中建七局总承包公司闻令而动，负责

医院水电安装工作，目前已完成马桶

安装 200 个、照明布线 600 米、ppr

热熔管道连接 700 米。

据悉，中建七局肩担央企使命，

2020 年春节期间，投身郑州岐伯山、

武汉火神山、雷神山等 10 所战疫应急

医院建设。面对河北疫情严峻，中建

七局将继续全力以赴、使命必达，为

打赢河北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七局

力量。

速结束区、集散广场、索道等配套设施，

最多可同时容纳 8000 人观赛。其中，出

发平台高达 2198 米，是北京市海拔最高

的建筑。截至目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各

项工程已全部完工，所有竞赛赛道均通过

了国际滑雪联合会认证，已具备办赛条件。

作为冬奥工程中设计难度最大、施工

难度最高、认证最为复杂的新建场馆之

一，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采用半 U 形

混凝土浇筑结构，长约 1975 米，其中 16

个弯道角度、坡度各不相同，第 11 个弯

道更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360 度回旋弯。

届时，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承办雪车、

钢架雪车、雪橇项目的全部比赛。

据悉，2022 年赛后，北京冬奥会延

庆赛区将成为各国运动员专业训练和竞

赛的场所，也将为大众提供冬季项目和

冰雪运动的美好体验。

（文章来源：中国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