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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均奶酪消费量仅0.1公斤，进口量连续13年快速增长——

奶业振兴不妨“动动”奶酪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近年来，我国奶酪产品市场发展迅速，中国正成为全球奶酪消

费增长的新动能。目前，我国年人均奶酪消费量仅为0.1公斤，奶

酪进口量连续13年快速增长，体现出巨大的消费潜力。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要从生产端和消费端同时发力，加快推动奶

酪发展上台阶，实现中国奶业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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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苏里拉奶酪的三鲜素菜包、车打
奶酪的手抓饼、爆浆芝士的粢饭糕……
这些中西合璧的美味来自近日举办的奶
酪发展高峰论坛现场展示。从“一杯牛
奶强壮一个民族”到“一块奶酪兴盛一个
产业”，我国乳业正着重把奶酪培育成新
的增长点。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奶
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提出，
优化乳品结构，发展奶酪等干乳制品。”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论坛上表
示，要从生产端和消费端同时发力，加快
推动奶酪发展上台阶，实现中国奶业的
全面振兴。在稳定发展液态奶同时，把
奶酪培育成乳制品新的消费增长点，让
消费者从“喝奶”向“吃奶酪”转变。

“奶黄金”成新风口

奶酪，又称芝士，由于营养价值丰
富，又被称为“奶黄金”。中国奶业协会
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发介绍，生产
1公斤奶酪大约需要10公斤奶。奶酪高
度浓缩了牛奶中丰富的蛋白质、钙、不饱
和脂肪酸、矿物质以及维生素等营养成
分，且品种风味丰富、食用方法多样。奶
酪是牛奶发酵后凝固，通过压挤出乳清
制成，因加工工艺不同，世界上有成千上
万种奶酪。与液态奶相比，其蛋白质更
容易消化吸收，由于几乎不含乳糖，所以
更适合有乳糖不耐特征的人群食用。

于康震表示，大力发展奶酪，是调优
乳品结构、促进奶业振兴、增加乳品消费
的重要抓手。奶酪是使用原料乳最多的
乳制品之一，发展奶酪生产，将增加优质
奶源需求，促进养殖与加工紧密合作，助
力构建和谐稳定的产销关系。很多品种
的奶酪都能够长期保存，在我国生鲜乳
生产相对过剩的时期生产奶酪，可以解
决季节性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对于调节
生鲜乳生产、乳制品加工可起到“蓄水
池”作用。

记者采访发现，越来越多消费者爱
上了奶酪。随着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中
等收入人群成为规模较大的奶酪消费群
体。2000年以后出生的少年儿童，也是
奶酪消费的主体。即便在一些三四线城
市，也能看到奶酪的身影。在江西省吉
安市吉州区文山街道西苑社区的一些甜
品店，经常有市民带着孩子前来选购奶
酪产品。该社区居民陈薇表示，她每天
都会给 6岁的孩子买奶酪。当地企业林
记甜品负责人说，企业目前十分重视开
发儿童奶酪产品，将消费主体定位于广
泛接受奶制品的青少年。

“国际乳制品联合会公报表明，2017
年全球奶酪产量达2114.2万吨，自2010

年以来年增长率均保持在 2.2%，奶酪是
全球所有主要市场中需求量唯一持续增
长的乳制品。”李德发表示，由于消费升
级和青少年对新鲜事物的追求，加之终
端销售渠道成熟，我国奶酪产品市场近
年来发展迅速，中国正成为全球奶酪消
费增长的新动能。奶酪既可以直接食
用，也可作为原料同米饭、面食、肉类、蔬
菜等一起烹饪。奶酪与中餐加速融合，
带动了现代奶酪产业加速发展。

奶酪消费潜力大

“与有着食用奶酪传统的西方国家
相比，我国奶酪产业起步晚、规模小。目
前，我国年人均奶酪消费量仅为 0.1 公
斤；全球奶酪消费最高的欧盟国家年人
均消费量达18.7公斤。同为亚洲国家的
日本和韩国，年人均奶酪消费量已分别
达 2.4 公斤和 3.1 公斤。”李德发说，我国
奶酪品种较少，主要是儿童再制奶酪和
少量天然奶酪，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生产的地方特色奶酪产品。长期以来，
由于饮食习惯、消费水平等原因，奶酪对
很多国人来说显得相对陌生。

在国外特别是奶业发达国家，奶酪
属于日常饮食，品种丰富多样，年人均消
费量在 15公斤左右，占乳制品消费总量
的70%。我国奶酪消费局限于高端消费
群体和少数民族聚居地，与国外大众化
消费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于康震认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消费提档升级和奶
酪营养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我国奶酪
消费人群和人均消费量都将不断增加，

未来奶酪市场广阔、潜力巨大。
李德发说，虽然前景看好，但我国奶

酪产业发展仍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如
奶酪加工需要大量原料奶；我国生乳价
格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产成本较
高，竞争优势不明显，等等。要解决这些
问题，需要国家、行业、企业和社会各界
共同发力。希望国家能制定支持政策、
完善奶酪标准，加大对奶酪产业的鼓励
和扶持。

全国畜牧总站研究员张书义介绍，
目前全国有奶酪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总共
45 家，但其中产量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
不足 20 家，2017 年产量为 4 万吨左右。
其中，以国内奶源为原料的自产各类奶
酪年产量不足 1万吨。由于我国奶酪产
量不高，主要依靠进口加工来满足国内
需求。在此情况下，奶酪进口量连续 13
年快速增长，从 2006 年的不足 1 万吨，
增长到 2018 年的 10.83 万吨，体现出巨
大的消费潜力。

乳企发力奶酪市场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
高延敏表示，为促进奶酪行业发展，工信
部将持续实施消费品工业专项行动，积
极引进和研发奶酪生产的新工艺、新技
术，细化奶酪产品的品类，发展具有特色
的天然奶酪产品，拓展新的市场需求空
间。大型乳品企业应加大对发酵设备的
升级以及一些关键设备工艺的投入，促
进奶酪产品和质量不断提高。同时，企
业要高度重视奶酪产品营销，在餐饮消

费端和商超零售端积极布局。
于康震表示，要抓住奶酪发展的关

键机遇期，抓好生产，丰富奶酪品种。引
导企业大力开拓奶源，发展水牛奶、牦牛
奶和羊奶，为奶酪生产提供优质多样的
原料。提高奶酪加工技术，加快产品研
发创新，找准奶酪与中国传统饮食的结
合点，生产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奶酪品种，
不断增加奶酪产量，丰富产品种类，满足
市场需求。

奶酪产业的发展既离不开政府支持
引导，也同样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北
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炜
表示，目前三元奶酪主要在餐饮行业开
展布局。麦当劳、肯德基、瑞幸咖啡等餐
饮企业使用的奶酪片大部分是由三元提
供的。此外，在新品种研发方面，三元更
注重挖掘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近期会有
一系列产品面市。

与其他企业更注重布局餐饮行业不
同的是，国内最大的奶酪企业妙可蓝多
加大了其在终端零售渠道的布局。该企
业董事长柴琇介绍，目前其有 5 家工厂
相继投产，奶酪产能达 5万吨。同时，在
上海、天津设立了研发中心，开发适合中
国人口味和消费特点的奶酪产品。

中国奶业协会副秘书长张智山建
议，要加大科技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奶酪
的国际竞争力。支持开展凝乳酶和微生
物应用研究、乳清粉生产实用技术研究、
奶酪熟化和切割包装等实用技术研究，
不断提高国产奶酪的市场占有率。同
时，对龙头企业生产天然奶酪给予贷款
贴息或减免税收等支持。

近日，特斯拉公司宣布

其中国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

Model 3 开放车辆预订，起

售价为 32.8 万元，虽然比进

口车型便宜 4.9 万元，但有人

认为这与之前市场预期的大

幅降价相去甚远。同时，该

价格并不包含 Autopilot 软件

和 FSD 芯片。对于不少用户

而言，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是

特斯拉汽车的最大亮点。

对此，小鹏汽车创始人

何 小 鹏 认 为 ， 国 产 特 斯 拉

Model 3缺乏竞争力，相比5

年前而言，特斯拉在电池等

方面的技术优势已经不再明

显。蔚来汽车方面也表示，

虽然蔚来 ES6 和国产特斯拉

Model 3 存在着一定竞争关

系，但蔚来依然对自家产品

有信心。

一直以来，作为首家在

华 独 资 建 厂 的 外 资 整 车 企

业，头顶电动车明星光环的

特斯拉“国产化”进程备受

关注。不过，除了上海工厂

项目建设神速外，特斯拉近

期却被负面新闻缠身，尤其

是车辆停车时自燃、行车时

起火、车辆碰撞后爆炸解体

等事故频频发生，让人们不

得不质疑特斯拉电动车的安

全性。

今年以来，特斯拉股价

跌幅高达 40%，市值蒸发了

300亿美元，显示投资人对特

斯拉经营状况恶化的担忧。财报显示，特斯拉今年一季

度净亏损高达7.02亿美元；仅交付了6.3万辆车，比上个

季度减少 31%；公司现金流进一步下降至 22 亿美元，营

运资金出现较大困难。这对于从未盈利、一直依赖“烧

钱”维持的特斯拉来说，无异于走到了悬崖边缘。

面对“至暗时刻”，素有“钢铁侠”之称的特斯拉创

始人马斯克想了很多办法应对，包括发布自动驾驶 Ro-

botaxi计划以提振股价，以及发行新股，等等。不过，效

果似乎并不明显，股价依旧跌跌不休。

在笔者看来，要想提振资本市场和客户信心，除了

痛下决心解决安全问题外，特斯拉必须深耕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标准版 Model

3 在中国本土化生产后，不仅可以解决特斯拉的产能问

题，而且也能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按照目前的定价水平

来看，该款车型的毛利率可能高达 25％，这在“重资

产、低毛利”的汽车行业里显得相当诱人。因此，特斯

拉应该发力强化自身技术优势，并控制好成本，以进一

步提升其产品竞争力和影响力。

近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官方授权版兵马俑手办 （人
物模型） 在淘宝网上架后，引发了网友抢购。有人认为，
这与此前故宫口红走俏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种文创产品
为何受欢迎，又如何能成为“现象级IP”？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王青亦认为，兵
马俑手办以及故宫口红之所以受欢迎，主要缘于兵马俑和
故宫都是全球性文化品牌。“老百姓看中的，不仅仅是手
办和口红的使用功能，更在于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居民消
费升级，也使得文创产品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

“兵马俑手办蕴含着勇士的形式、秦始皇统一中国的
故事，以及统一、勇武、和谐的价值观。”王青亦认为，
此种表达方式具有全球化意义，“迪士尼、好莱坞制作的

《花木兰》 以及漫威公司出品的系列电影，都具备类似的
形式、故事和价值观。这说明我国文创产品符合大众审美
模式”。

文创产品如何能红火得更持久一些？王青亦认为，需
明确文化产品创意的限度。举例来说，博物馆引入火锅、
临时性大量灯饰和巨量涌入人流，会带来安全隐忧，超越
了安全限度；售价太高昂、创意太低端或制作太廉价，会
造成超级 IP 价值稀释，逾越价值限度；博物馆文创产品
开发，本质上是对“独一无二”作品的复制，过度复制会
产生价值流失，满足不了复制限度的要求。

“在明确创意限度前提下，只要不发生实质性品牌伤
害和政策性公关危机，这些产品在可预见的未来会持续走
红。”王青亦说。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后卢宇认为，少数文创
IP 并不代表产业整体情况，大部分产品面临着籍籍无名
的结局。“打个比方，兵马俑手办和故宫口红的走俏，烧
起了一把‘熊熊烈火’。但是，这是以牺牲很多‘小火
星’和‘火苗’为代价的。这些‘火星’‘火苗’能不能
在未来变为‘烈火’，才是我国文创产品市场能否持久红
火的决定性因素。”卢宇说。

卢宇认为，在设计每款文创产品时，一方面需要冷静
下来，以科学的态度，分析相关市场数据，精准判断每一
款文创产品红火背后的因素，从而避免走弯路，并在此基
础上设计新产品；另一方面，须本着工匠精神，精益求
精，发掘、生产和营销独一无二的形式、故事和价值观。

“只有具备同时观察‘冰与火’的能力，才能促进文创产
品百花齐放，让消费者保持持续的热情。”卢宇说。

兵马俑人物模型走俏——

文创产品如何成“现象级IP”
本报记者 梁剑箫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杜 铭

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连续5个月下降后回升——

国产手机“有里有面”赢市场
本报记者 陈 静

□ 国内手机市场“回暖”，根本原因是国产手机既有不断创新的

“面子”，也有性价比突出的“里子”，所以更受到消费者青睐

□ 在经过长期市场竞争后，主要国产品牌既有首屈一指的研发

创新实力，又有深耕线下线上市场建立的渠道优势

□ 一二线城市消费者逐渐回归理性消费，更加重视实用和性价

比；三四线城市消费者则开始享受“好货不贵”的消费升级

国内手机市场终“回暖”。近日，中
国信通院发布数据称，2019 年 4 月份，
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达 3653.0 万
部，同比增长 6.7%，在连续 5 个月下降
后实现回升。

其中，国产手机厂商表现强劲，获
得了更多过去由国际品牌占据的市场
份额。今年 4 月份，国产品牌手机出货
量达 3392.9 万部，同比增长 7.2%，占同
期手机出货量的 92.9%。今年一季度，
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8800 万台出货量
中，苹果 iPhone 出货量仅为 650 万部，
市场份额从 10.2%下降到 7.4%，降幅高
达 30%，创两年来最大跌幅。

与此同时，国产手机品牌集中度进
一步提升。今年 4 月份，智能手机上市
新机型 34 款，同比下降 20.9%；1月份至
4 月份，智能手机上市新机型 132 款，同
比下降 34.3%。

国内手机市场“回暖”，根本原因是
国产手机既有不断创新的“面子”，也有
性价比突出的“里子”，所以更受到消费
者青睐。今年以来，国产手机新机型起
售 价 多 集 中 在 1000 元 至 3000 元 之
间。除了一直主打性价比的小米和新

独立的 Redmi 品牌，OPPO、vivo 等品牌
发布的新机型起售价位大都在 3000 元
以内。例如，2999 元起的小米 9、1999
元 起 的 Redmi K20、2998 元 的 vivo
iQOO、2999元的 OPPO Reno。

在经过长期市场竞争与策略变化
后，主要国产品牌的发展均各具特色。
既有首屈一指的研发创新实力，如华为
的高端芯片研发能力、小米的无线快速
充电技术；又有深耕线下线上市场建立
的渠道优势，如 OPPO、vivo 对三四线市
场以及年轻群体、都市时尚群体的长年

耕耘。国产手机已经建立、完善了良性
互动的竞争格局。

全球知名监测与数据分析公司尼
尔森发布的《中国家庭精明消费报告》
显示，国产手机品牌拿下一二线城市市
场，销量涨幅迅速超过国际品牌。一线
城市用户对苹果手机的热情正在消退，
华为、小米等国产手机品牌在一二线城
市的销量涨幅明显优于苹果、三星等国
际品牌。这说明一二线城市消费者逐
渐回归理性消费，对于产品的选择不再
盲从，更加重视实用和性价比。

同时，三四线城市消费者开始享受
“好货不贵”的消费升级。消费者的消
费习惯从杂牌过渡到知名品牌；消费观
念升级，对产品品牌和质量有了更高要
求。此外，兴趣买单、理性消费、重性价
比成为主流消费态度。在消费升级的
大潮下，消费者的消费心态更成熟、消
费主张更务实、消费选择更理性，不再
愿意仅为面子“买单”，新的消费文化正
在形成。

小米集团副总裁、Redmi 品牌总经
理卢伟冰告诉记者，今年 1 月份 Redmi
品牌独立后推出的 NOTE 7 目前销量
已经超过 1000 万台。依靠极致性价比
战略，在国内手机市场整体下滑的大环
境下，小米手机在国内的市场份额连续
3个月增长。

卢伟冰认为，所谓性价比就是同等
性能价格最低、同等价钱性能最好。性
价比是消费者注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
一选择并非消费降级，而是在有品质保
障的基础上，通过更实惠的方式购买产
品。对于家庭普遍使用的消费电子产
品，消费者开始更加注重实惠，性价比
高的产品越来越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