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乐迎西安国资入主
仍存退市风险

人人乐的股权转让终于尘埃落
定， 公司的控制权今后将属于西安国
资企业———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有业内人士表示，人
人乐此次引入国资战略股东能顺利实
施， 将为上市公司和曲江文化带来协
同发展的新机遇，对于人人乐而言，目
前仍存退市风险。

退换货问题频发
电商平台力推上门揽退

退换货作为线上购物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连接着商家和消费者。近
日， 快递公司菜鸟裹裹在上门取件服
务中推出退换货“可视化”功能，商家
可以全程看见退换货过程， 减少了包
裹停滞、少寄漏寄的纠纷与资损。

全聚德创新乏力
上半年营收净利双降

接二连三的创新、 转型均以失败
告终，全聚德发展颓势尽显。 近日，全
聚德公布的业绩快报显示，其 2019 年
上半年营收、净利呈现双降态势。2019
年上半年， 全聚德营业收入 7.58 亿
元， 同比下降 13.43%； 利润 0.46 亿
元，同比下降 57.6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0.32 亿元，同比下降
58.51%。

上半年全国供销系统
运行平稳

近日，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公布
了 2019 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从整
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
系统继续深入推进综合改革， 坚持稳
中求进、创新引领，大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加强风险防范，保持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山西古城乳业聚焦高品质发展

从 1976 年的一个奶牛场发展为现在集牧草种植、奶牛饲养、乳制品加工为一体的大型乳制品企业集团公司，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

限公司紧盯奶源基地、从源头做起抓质量，精耕区域市场、以守为攻拓市场，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让企业在乳业市场中逐渐发展壮大，

为把企业打造成用户最信赖的乳制品品牌，山西古城乳业一直在路上。 （详见 3 版）

张海英

历时三年，中消协诉雷沃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案近日有了结果。这是中消协提起的首
个公益诉讼案件，也是全国首例以调解结案
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此案开创了我国
消费公益诉讼“确认之诉”的先河，消费者可
据此维权，有望获得惩罚性赔偿。

近年来，无论是中消协还是部分地方消
协，以相关法律条款为依据，对侵害众多不
特定消费者权益的企业提起公益诉讼。以广
东省消委会为例，先后就“小鸣单车押金案”
“假盐案”等提起公益诉讼，获得舆论的普遍
肯定。

而中消协针对雷沃重工提起的首个公
益诉讼案件， 虽然过程曲折， 但结果圆
满———不仅中消协所提的六项诉求得到满
足，很好地保护了消费者权益，该案所开创
的多个先河，也为今后各级消协组织和其他
法院处理消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经验，同
时对其他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企业也能
产生强有力的警示作用。

该案开创了我国消费公益诉讼“确认之
诉”的先河，即中消协提起公益诉讼的第四
项诉求是，确认被告违法、违规生产和销售
的行为，对众多不特定消费者构成了消法第
五十五条所述的“欺诈行为”。这项诉求是此
次公益诉讼的亮点和难点，这一诉求具有创
新性， 进一步开拓了诉讼请求的类型和范
围，较好地实现了消费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
的衔接，开辟了消费公益诉讼间接实现补偿
消费者所受损失、方便消费者维权、便捷追
究不法经营者法律责任的新路径。

在今后的消费公益诉讼中，其他消协组
织也要敢于提起“确认之诉”，如果这种诉求
达成，除了方便消费者个体维权外，对违法
侵权企业也是一种震慑，因为“确认之诉”可
能会让企业付出更大违法代价。

我国消费公益诉讼起步较晚，司法实践
案例相对较少，所以，急需更多具有开创意
义的司法探索。 这一案件，无论是作为全国
首例以调解结案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还
开创了消费公益诉讼“确认之诉”的先河，都
具有创新意义，同时对有关方面也有启示意
义。

消费公益诉讼要勇于探索，既要填补诉
讼方面的各种空白，也要推进相关配套措施
的进一步完善，如此才能为未来消费公益诉
讼更好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可以看到，当前
我国消费公益诉讼面临诉讼缺乏经验、调查
取证难等问题，只有勇于探索，才能积累经
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围绕消费公益诉
讼出现的“全国首次”越来越多，比如广东省
消委会提起的消费公益诉讼首次获得惩罚
性赔偿，以及发起全国首起未成年人消费公
益诉讼等，拓展了消费公益诉讼的内涵，让更
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也让越
来越多的企业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期待中消协再接再厉，在全国消协系统
就消费公益诉讼继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充分利用法律授权，多从消费热点难点问题
入手，多探索过去未曾触碰的领域。 同时与
司法机关一起围绕消费公益诉讼探索更多
路径，这既是民之所求，也是国之所需。

伴随人口出生率下降
及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
升，“市场不好做”已成今年
奶粉行业的普遍共识。三四
线市场成为兵家必争地，竞
争之激烈已进入白热化阶
段。中小企业除了要面对外
资品牌的渠道下沉，还要面
对国产头部企业的市场挤
压，用“夹缝求生”来形容其
当前境况并不为过。如何应
对这一局面实现新突破，仍
需要这些中小企业拿出更
多的办法来。

� � �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表示，上海、深圳“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及沈阳国资国企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专项工作已正式
启动。到 2022 年，“综改试验区”要努力打造成为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国资监管科学高效、国企活力充分激发、创新驱动不断增强、全面
落实国家战略的国资国企改革高地。 图为工人在济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盾构机车间察看设备运行情况。 CNSPHOTO提供

2019年 7月 31日
星期三

总第 7077期

www.zgswcn.com

中国商业联合会主管主办
中国商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１１—００８８
邮发代号 １—１８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婴幼儿奶粉“遇冷” 中小企业谋突围
竞争加剧压力陡增 营销大战实力不足

本报记者 周子荑

在日前召开的第十九届 CBME 孕婴
童食品展上，许多参展企业和经销商对中
国商报记者坦言， 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今
年母婴行业不太景气，尤其是婴幼儿奶粉
企业情况更为明显。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
奶粉产能过剩的局面或将加剧，而大品牌
间的激烈竞争，将让未来的行业环境变得
更加严酷。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各奶粉企
业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希望通过精细化运
作谋求新的突破。

行业遇冷

“整体来看，今年整个母婴行业行情
不乐观，尤其是婴幼儿奶粉领域。 ”蜜儿乐
儿乳业（上海）有限公司内部相关负责人
在展会现场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据中国商报记者了解， 今年的 CBME
孕婴童食品展参展商的数量有所下滑，尤
其是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参展数量明
显减少。 奶粉智库创始人刘磊对中国商报
记者表示，今年以来，这个领域的很多小
企业已经退出市场或者放弃市场开拓，而
大企业不需要通过参展来解决渠道问题，
因此参展企业总数量有所减少。

据记者观察，随着《婴幼儿配方乳粉
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的实施，虽然不
少中小企业退出了该市场，但目前市场竞
争依然十分激烈。 某母婴商店负责人对中
国商报记者感慨：“自从婴幼儿奶粉产品
配方注册制实施以后，品牌数量已从 2000
多个降到了 500 多个，但市场竞争仍然很
激烈。 ”

对于上述现象，一位奶粉企业从业者
对中国商报记者解释道，“之前奶粉企业
往往会通过贴牌（即代加工）的方式生产
多个品牌的奶粉，销售不理想就会停止生
产，因此市场中真正流通的品牌其实并不
多。 而现在通过注册的品牌数量相对有
限， 企业需要自建工厂生产婴幼儿奶粉，

由于成本较高，企业又希望每个品牌都能
做大，这就导致原本竞争激烈的市场形势
更加严峻。 ”

母婴商店的市场集中度也很低，市场
的主流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数以万
计的中小型母婴商店。 而没有规模基础就
玩不起成本竞争，追求高毛利就成了母婴
商店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目前婴幼儿奶
粉是多数母婴商店的主要利润来源，而婴
幼儿奶粉市场的遇冷则会加重母婴商店的
生存压力。

《2019CBME 中国孕婴童产业趋势报
告》显示，去年，有 41%的奶粉代理商没有
实现销售额的增长，而 59%的零售商不考
虑增加新的奶粉品牌。

精细化运作

当前，行业大环境不容乐观，尤其是中
小企业处境堪忧。 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
限公司销售人员对中国商报记者透露，目
前在婴幼儿奶粉市场中，飞鹤、君乐宝、伊

利等头部企业投入了较多资源， 是渠道主
力军，剩余中小企业则生存艰难。

在此背景下， 众多大企业仍在加大广
告宣传力度，请代言人推广新产品，通过不
断抬高品牌力增强用户黏性。 如 7 月 24
日， 伊利宣布推出有机奶粉新品金领冠塞
纳牧，并邀请了谢娜代言。

乳业专家宋亮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目前众多头部乳企纷纷邀请代言人提高宣
传力度， 是希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
进一步提升品牌力， 同时吸引更多年轻消
费者的眼球。

对中小企业而言， 邀请代言人并不现
实，他们主要通过其他方式谋求突破。陕西
雅泰乳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中国商
报记者表示，“我们的资金实力现在还
不允许大手笔邀请代言人， 只能通过
扩充产品品类以及增强消费者互动等方式
谋求发展。 ”

江西金薄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益
慈元奶粉产品销售人员对此表示认同，他
表示， 企业开发新品一是因为单独的奶粉
产品只能维持企业基本生存， 开发新品能
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 二是因为婴幼儿
奶粉配方注册制落地后， 企业生产的奶粉
品牌数量下降到三个，造成生产线过剩。一
些婴幼儿营养品可以和婴幼儿奶粉共用生
产线，以防产能浪费。

在与消费者互动方面， 江西美庐乳业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中国商报记者透
露， 之前婴幼儿奶粉厂家只负责把产品销
售给经销商， 而现在奶粉生产企业还要做
好服务，包括消费者教育等，美庐目前还在
做产品分销。

蜜儿乐儿乳业（上海）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 蜜儿乐儿将推
出新品“至萃”，主攻二线城市以下市场，做
渠道深耕。 今后，公司将开启麦蔻和蜜儿
乐儿双品牌独立事业部的全新操作模
式。这也意味着，麦蔻和蜜儿乐儿两个品牌
将根据自身的精准定位， 正式开启精细化
运作。

期待消费公益诉讼
开创更多维权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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