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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赟

4月17日，全球碳酸饮料巨
头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宣布，计
划以4亿美元的现金全资收购
厦门粗粮王饮品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今年一季度以来统计数据
显示，碳酸饮料销售呈现负增
长11 . 2%。消费市场背后是企
业的选择———

在丰富产品线的同时，可
口可乐又打出了一张健康牌。
厦门粗粮王就是中绿集团在香
港的上市公司——— 中国粗粮王
饮品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拥有其在中国的饮料生产和销
售业务，畅销产品包括多种口
味的植物蛋白饮料。尼尔森零
售监测数据显示，植物蛋白饮

品品类的销售额增长率在近几
年持续增高，近乎高达4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粗粮
王旗下原本就有农产品原料供
应业务，作为双方收购的附带
条件，可口可乐与其签订了为
期5年的饮料原料供应合同。这
或许也是可口可乐选择粗粮王
的原因之一。

“只要可口可乐的品牌仍
在，就算全世界工厂全部烧掉，
第二天仍可重来。”这句可口可
乐前总裁曾说过的、被传为典
故的话，传递出“品牌是关乎生
死的关键”的企业存亡思维。但
无论是之前推出的“高富帅”系
列卖萌包装，还是2014年底在
各大商场推出的“北极熊”萌
展，可口可乐都在试图拉近与
年轻消费者的距离，依旧无法

扭转碳酸饮料的颓势。可口可
乐2014年整体全球市场的营收
下降了2%，而净利润则下降了
17%，同时第四季度的净利润
更是严重下滑了55%。在今年
年初，可口可乐取消了在欧洲
的4场独立品牌活动，转而将它
们整合起来统一宣传。

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增
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关注
点放在饮品的健康、营养和安
全性上。不少饮料品牌纷纷打
出健康牌和无添加牌。2014年，
蒙牛推出了“植朴磨坊”，红牛
母公司华彬集团在中国上市了
唯他可可椰子水，汇源果汁开
卖包括椰子、杏仁和核桃三种
口味的“小时光”系列，娃哈哈
也在今年推出了一款名为“都
是核桃”的植物蛋白核桃乳饮

料。植物蛋白饮料市场在2015
年将热闹非凡，但是植物蛋白
饮料的健康性也存在一些争
议。相关专家就曾经质疑养元
推出的“六个核桃”饮品的补脑
功能。近日，江中集团生产的

“猴菇饼干”是否真能养胃的争
议还未平息，其旗下一款主打
保护眼睛的饮料“蓝枸饮料”，
又在密集登陆各大电视台广告
时间段。

光靠“玩概念”忽悠消费者
的产品，是没有办法走长久的，
满足消费者的诉求始终是最
重要的。饮料的主要消费者始
终是年轻群体。如今，消费环
境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对企业
提出更高的要求，企业应采用
更加适合年轻消费群体的营销
方式。

本报记者 王赟
实习记者 徐睿明
通讯员 刘英

有红白喜事摆筵席？

协管员帮你来报备

“兰山区一共只有100多名
食品药品监管人员，而登记在册
的食品生产流通企业有4万多
家，如果单靠我们监管人员的话
要做到全面监管是不可能的。”

临沂市食药监局人士这样
描述食品药品监管的难度。而据
了解，整个临沂市食药监系统现

有1400多人，监管对象约12万家
(个)。

临沂市是我省重要的食品
生产批发集散地，食品加工的小
工厂、小作坊很多，管理起来非
常困难。自去年实现食品监管职
能划转以来，为解决这一监管难
题，临沂市建立了食品安全协管
员队伍。“用来自各行各业的协
管员来帮我们监管，这样做最大
的好处是他们生活在当地，比我
们更加了解情况，更容易开展工
作。”监管人员表示，协管员的职
责主要是为监管部门提供执法
线索，同时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现在很多村民遇到红白喜
事摆宴席的时候，协管员也会提
前备案，我们会派出专业人员去
现场做指导。”监管人员表示，村
民对这一新举措非常欢迎。据
悉，目前，临沂全市共有6498名
协管员，基本上已经全面覆盖各
个地区。

“家长协管员”：

帮大家守护小饭桌

“宁可自己累点儿我也要每
天中午接孩子回家吃饭，让孩子
在外面吃我真的是不放心。”面
对记者，学生家长林女士说出了
自己的心里话。

近年来随着校园食品安全问
题频繁爆发，学校周边已经成为食
品安全隐患的重灾区，也成为食品
安监部门亟待解决的难题。

“我们的办法是将学生家长
吸纳到协管员的队伍中，并以他
们为核心建立学生生活委员会，
帮助我们来看管学校周边的食
品安全问题。”沂水县食药监人
员这样分析，“家长对于食品安
全问题非常关心，同时因为他们
身处其中，监管起来也有一定的
优势。”

据介绍，目前仅沂水县就已

成立了72个学生生活委员会，委
员会每月对校园内的超市、食堂
及校园周边餐食店、摊贩进行检
查，并将出现的问题报告给当地
食药监管所。委员会成立半年
来，根据学生生活委员会的报
告，沂水县食药监局共出动执法
人员1914人次，检查校园及周边
餐饮店286家，食品店363家，为
300户流动食品摊点审查发放
《食品经营实名备案证》，反复为
中小学生食品安全“加密加锁”。

“目前，临沂市食药监局正
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沂水做法。”
临沂市食药监部门负责人表示。

协管员“门儿清”，

监管部门新“耳目”

“今年3月份我们查处了一
起糖果造假案件，案值超过了50
万元，这个案子的线索就是协管
员提供的。”临沂市兰山区食药

监局局长上官兰香对协管员的
作用高度评价，“平时他们就生
活在村里，住在同一个街区，很
容易发现可疑行为或线索，但是
换作我们食药监管人员就很难
做到。”

统计显示，自去年职能划转
以来，在协管员的帮助下，临沂
市共受理举报投诉2600多件，查
处假冒伪劣食品案件723件，向
公安部门移交案件9件，较好地
保障了农村食品安全。

“协管员遍布在乡镇村街最
基层，相当于监管部门多了无数
双眼、耳、腿，无疑会大大加强我
们的监管能力。”据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宣传处副处长张子
欣介绍，“目前，借力食品安全协
管员队伍加强农村等基层食安
监管的做法已在全省进行推广，
各地都在行动。这是自实现食品
监管职能划转整合之后，我省食
药监部门推行的新举措之一。”

一季度碳酸饮料销售呈现负增长11 . 2%

可可口口可可乐乐打打出出44亿亿美美元元““健健康康””牌牌

饮料作为快消品的一员，
要让消费者不远离自己，时不
时博出位，吸引眼球是很有必
要的，这是维持品牌新鲜度的
手段之一，而在这个无处不社
交的时代，用互联网思维卖饮
料，可不是单指线上销售。

在可口可乐因“昵称瓶”
“歌词瓶”大行其道的背景下，
刚过去的一周，加多宝借销量

再次夺金并再次荣获“凉茶行
业第一品牌”的契机，高调发起

“多谢@”不同城市的“多谢行
动”，为推出新的蓝罐、绿罐、金
罐等6种设计主题纪念罐造势，
除了视觉变化外，更重要的是
从创意上的颠覆，这种品牌推
广上的创新，不仅是将产品与
竞争对手区隔开来，并且玩转
消费者体验。这让人想起2013

年2月加多宝在其官方微博上
连发的四条配以极具传播性的
幼儿哭泣图片文案的“对不起”
微博哭红网络，加多宝把输掉
的官司的负面一举扭转为成功
的公关营销。抛开官司不谈，中
国凉茶的创新营销，透着更为
灵活的国际化商业思维。

尼尔森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国内罐装饮料行业单品销量

中，2014年加多宝超过了可口
可乐和百事可乐。事实上，早在
2009年，加多宝销售额就曾超
越可口可乐。凉茶从地方饮品
成为一大饮料品类。

在中国凉茶与国际饮料巨
头的较量之外，我们也看到了
软饮料行业在从配方、广告之
战，走向互联网思维中的文化、
商业的较量。

““协协管管员员””把把监监管管防防线线扯扯到到村村头头
破解食安“最后一公里”监管难题的临沂样本

职能划转后，全市食药监系统现
有1400名人员，但执法监管对象约12
万家(个)，这就是临沂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所面临的监管困局。为突破
这一困局，临沂市建立了食品安全协
管员队伍，为监管部门安上了食品监
管的“眼睛”和“耳朵”。

记者观察

“对不起”到“多谢”，用互联网思维卖饮料

与食巨近

继俏江南做成了“俏江难”
后，很快嘉和一品将“卖身”餐饮
企业上市公司西安饮食，交易标
的价格为4 . 11亿元。扎根北京市
场的嘉和一品是以粥闻名的快餐
连锁品牌，在北京人心中具有一
定的知名度。2008年，中国第一家
品牌粥店宏状元以5550万美元的
价格易主菲律宾快乐蜂旗餐饮集
团。彼时宏状元在国内拥有40多
家连锁店，其中有31家在北京。而
此次主打粥品类的嘉和一品拥有
直营店数量66家，加盟店数量35

家。相比宏状元，嘉和一品的100

家门店只卖4 . 11亿元，被收购的
价格相当低廉。

嘉和一品

廉价“卖身”

近日，康师傅将其矿物质水
正式更名为“康师傅优悦饮用
水”，现已陆续推出了以“康师傅
优悦”为主要标识的新瓶标。据了
解，10年前，康师傅控股推出矿物
质水，由此还招来一些质疑，有说
法称，矿物质水容易让消费者误
解为矿泉水、有补充营养的功能，
而实际上与天然矿泉水不同的
是，矿物质水只不过是水添加了
一些食品添加剂而已。去年年底

《GB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包装饮用水》标准出台，其中规
定包装饮用水名称应当真实、科
学，不得以水以外的一种或若干
种成分来命名，并自2016年1月1

日起执行。这也意味着目前小分
子水、离子水、富氧水等诸多称谓
的包装饮用水名称将退出市场。

康师傅矿物质水

更名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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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信 守 望 】

在中国市场，饮料行业呈现出散乱的竞争状态，许多公司希望能拥有尽可能多的市场份

额，而一个精准的广告足以带动一种饮料的成功。在销售渠道白刃战的同时，各家公司在广告

上也做足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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