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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新需求
商家看中大健康赛道 低糖月饼引发消费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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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月饼生产企业，有网友如此评论：“辛苦两
个月，躺赚一整年。”

月饼销售窗口期短，只有中秋节前的两个月，
但是不少企业每年光靠卖月饼就能撑起营收的“半
壁江山”。

在A股市场上，营收中月饼生产占比高的企业
相对较少，有广州酒家（603043.SH）、元祖股份
（603886.SH）、桃 李 面 包（603866.SH）、*ST 麦 趣
（002719.SZ）等。

根据财报，2017-2019年，广州酒家单靠卖月饼
营收为 8.98 亿元、10.38 亿元、11.92 亿元。2020 年，
广州酒家靠卖月饼营收13.78亿元，占到总营收的
41.9%，毛利率达58.37%。由此可见，单靠中秋前两
个月卖月饼，就能为广州酒家带来四成收入。

另一个月饼巨头——元祖股份，2017年月饼礼
盒营收6.18亿元，占企业总营收的35.64%，毛利率
达 67.83%。2018、2019 年月饼礼盒营收分别为 6.95
亿元、8.29亿元。到了2020年，元祖股份包含月饼、
粽子等在内的中西式糕点礼盒卖出 4000 多万盒，
营收达到13.88亿元，毛利率为55.96%，营收占比约
为56%。

2020 年，*ST 麦趣的“节日食品”类营收为
7048.2万元，毛利率达53.16％，营收占比8.05%。桃
李面包去年一整年月饼销售收入为1.18亿元，同比
增长11.19%，毛利率34.43%。

据央视财经报道，苏州稻香村集团海外事业部
总监董克志表示，公司 2021 年出口了 20 多个货
柜，500多万块月饼，今年比2020年月饼出口增长
了70％。

倡导文明旅游、文明出行
中秋假期成都1500余名
青年志愿者在行动
在热闹的景区，他们穿着“红背

心”，劝导游客戴好口罩、不乱丢垃圾、
文明旅游；在车来车往的斑马线路口，
他们拦住险些闯红灯的电动车，举起
牌子为礼让行人的车辆点赞；在城市
的背街小巷，他们手拿清扫工具，捡起
花坛砖隙中一个个碍眼的烟蒂……在
中秋时节，大家享受假期闲适时，成都
青年志愿者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参
与垃圾分类、便民服务、文明宣传等活
动，用点滴善行来帮助他人。

9月21日中秋节当天，上午8：30，
来自四川工商学院的青年志愿者蒋云
飞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一起，准时出
现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台景区
开展志愿服务。倡导文明旅游、窗口咨
询、协助扫码登记、路线指引……红色
的身影遍布山底、山腰和山顶，哪里有
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除了为游客们提供咨询等志愿
服务以外，倡导文明旅游、劝导不文明
行为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蒋云飞告
诉记者，在丹景台做志愿服务的这三
天，他对不少游客都进行了文明宣传，
倡导大家维护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
保护生态环境，爱惜公共设施，“天气
比较热，很多人都没戴口罩，我们会提
醒游客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戴口
罩、勤洗手、少聚集；在丹景台上有很
多木质结构，有人在上面抽烟，我们也
进行了劝阻；还有一些人攀爬玻璃栈
道的围栏，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我们
也进行了劝阻。”

除了倡导文明旅游以外，倡导文
明出行也是志愿者的工作重点。为助
力交通枢纽疫情防控和方便旅客出
行，在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茶店子客
运站、北门客运站等交通枢纽，青年志
愿者也十分忙碌。他们遍布在进站口、
出站口等区域，为旅客提供协助扫码、
站内引导、文明劝导、特殊旅客重点关
注等志愿服务。“提醒旅客戴好口罩、
有序排队、文明出行；帮助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爷爷奶奶完成扫码进站，帮
助他们回家团聚……这些工作让我感
觉很充实快乐。”第一次参加茶店子客
运站志愿服务的陈玉银说。

据共青团成都市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中秋假期，成都市累计有 1500
余名青年志愿者活跃在社区、交通枢
纽、公共服务机构和景区等，为市民游
客提供维持秩序、交通指引、信息查
询、文明宣传、便民服务等志愿服务，
服务时长达7000余小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文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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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的月饼

没想到连月饼都
内卷起来了！

博物馆联名，文
创礼盒，盲盒……中
秋之际，月饼又成了
抢手货，各大月饼品
牌使尽浑身解数“争
奇斗艳”，今年月饼界
更是刮起了一股文创
联名风。但他们怎么
也没想到，今年最大
的竞争对手，竟然是
印制着医院专属logo
的“精神饼”。

“一盒精神饼，吃
完精神一整天。”这是
“圈”内网友常常用以
自我调侃的“暗号”。
前两日，他们口中原
本卖78元一套的月
饼礼盒——“宛平南
路600号月饼”，在网
上被炒到1288元。

年年挤破头，年
年都要卖，因为月饼
真的很赚钱。有上市
公司年报显示，其毛
利率高达近六成。因
此，分析认为，即便今
年面临原料成本上
涨，月饼依然是门好
生意。

高毛利率的月饼
产业引来各大企业竞
逐，并形成了不同的
派系。“当下月饼竞争
的激烈程度远超想
象。”有企业接受记者
采访时就表示。从“五仁月饼”到今年的“低糖月饼”，月饼

的口味和营销玩法在不断更新。对此，稻香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月饼市场的规模不断
扩大，品牌集中化趋势日趋明显。除了价格，消
费者更加注重月饼的口味和品质。尤其是受
疫情影响，消费者对“健康月饼”的需求提升。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则认为，月饼的发
展轨迹遵循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

一些商家看中今年火热的大健康赛道，
推出了包括植物肉、低糖等主打健康的月饼，
尤其是低糖月饼，虽不是在今年首次推出，但
却在今年的健康风潮下引发消费热潮。

稻香村方面对记者表示，今年的月饼，
在多年降油降糖的基础上，推出糖醇月饼、
低糖月饼，受到“健康低糖”生活方式的消费
者喜欢。此外，广式月饼品牌美心在今年也
推出了低糖系列的月饼。

记者在北京朝阳区一家盒马鲜生门店走
访时，门店员工告诉记者，目前店内卖得最好
的是美心推出的低糖月饼。该员工表示，年轻
人出于健康考虑，更加偏爱购买低糖月饼。而

另一家物美超市的员工也表示，低糖月饼的购
买者主要是年轻人，也有年轻人出于健康考虑
买来送长辈，而年纪稍长的消费者则出于价格
因素考虑不倾向于购买价格更贵的低糖月饼。

不过，9 月初，部分网友因吃了知乎送
的月饼礼盒后出现腹泻一事登上热搜，低糖
月饼是否真的健康也引发消费者担忧。9月
8 日，知乎在道歉信中称，出厂产品经过生
产方和独立第三方机构检测，符合食品行业
相关质量标准，但忽略了用来替代蔗糖的麦
芽糖醇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不耐受，造成身
体不适，已经联系召回所有月饼。

植物肉月饼则从推出之初就未被大部
分消费者接受。8月3日，上海老字号品牌沈
大成发布微博称，将推出一款植物肉月饼，
用大豆蛋白和小麦蛋白模拟肉的组织和口
感，并称“比起普通月饼，蛋白质含量更高，
饱和脂肪酸含量更低，更加低热量
……”微博发出后即在消费者中引发争
议，目前沈大成官方微博上，相关
微博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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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玩出花的
月饼界

月饼商家可谓是用尽招数，各种
月饼争奇斗艳。月饼作为时令快消品，
在市场上的每一秒都是“争分夺秒”，
各路月饼纷纷登上热搜，在月饼界“内
卷”中，消费者们永远不会知道下一款
流行的月饼是什么。

天眼查App显示，我国与“月饼”有关的
专利申请信息超1万条，目前处于有效状态
的有1800余条，大多数是外观专利，奶瓶形
状的月饼就是其一。专利介绍显示，“奶瓶月
饼”形状如奶瓶一样。除此之外，奇葩的月饼
专利还有“河蟹月饼”“雪糕月饼”等。作为外
观专利，这些月饼的外形分别为河蟹形状和
雪糕形状等。此外，还有镂空环形月饼、可分
离多层月饼等，花样繁多，不胜枚举。

除了这些外形奇特的月饼，用料五花
八门的月饼也很多。螺蛳粉味、小龙虾味、
芥末三文鱼味、大闸蟹味、鲜肉味、奶茶口
味……各种奇葩月饼，应有尽有。

一款胡辣汤月饼，在某电商平台上显
示，6枚装牛肉胡辣汤口味的月饼，购买需
要109元左右，8枚普通胡辣汤口味的礼盒
装需要230元左右。喜欢胡辣汤，也喜欢月
饼。胡辣汤、月饼放一起，这种奇妙的碰撞
与组合，是河南味儿没错了。

产品介绍显示，其配料有牛肉、木耳、

香菇、花生、面筋等。据商家介绍，这款月饼
背后的商家本来就是河南地道的胡辣汤餐
饮店，味道绝对正宗。尽管如此，记者发现，
这款月饼目前还没有什么销量。

今年，最具“毁灭性”的螺蛳粉月饼横
空出世，馅料由酸笋、螺蛳肉、贡菜、米粉等
制作而成。从产品介绍看，螺蛳粉月饼表皮
乌黑发亮，极像是高温下的柏油马路。商家
介绍，这是表皮中加了墨鱼汁的缘故。

吃起来味道怎么样？据食用过的客人评
价：“皮薄馅多，味道很独特，还有一点点辣。”
完全不是部分没有实践过的网友推测的“嫦
娥和吴刚吃了都不想下凡”的恐怖味道。

除此之外，网售还有由大闸蟹、醋爆珠
和鲜肉组成内馅，咬下去能感受到醋珠在舌
尖爆开的大闸蟹鲜肉爆珠月饼；由Q弹的虾
肉配合鲜肉制成馅儿的麻辣小龙虾月饼；三
文鱼、鱼籽、海苔再配上芥末调味的寿司三
文鱼月饼……各种馅儿，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商家做不到的。

“一夜之间，仿佛全上海都在求购宛平南
路 600 号月饼。”宛平南路 600 号是指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今年中秋节，这款来自医
院的月饼成了“网红款”。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也就是俗称的上海精
神病院，自带话题与热度，让这款月饼充满了

“自嘲属性”。这款月饼上印着“上海精神卫生
中心”和“SMHC 1935”的字样，有牛奶芝士、
青苹青梅、咖啡巧克力等多种口味。据媒体报
道，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推出的月饼本不对
外发售，标价78元只对内部员工供应，并且
必须用饭卡在食堂购买，但这并不妨碍它“火
出圈”。9月11日，据《看看新闻》视频，上海市
精神卫生中心的这款月饼在某二手平台上，
被标价599元、699元出售，甚至有网友爆料
看到1288元的标价，是其原价的16.5倍。

此外，或许是看到了上半年“国潮”风带
给鞋服、化妆品等品牌的红利，月饼这个传统
食物，在今年同样被打上了国潮的标签，在盒
马门店内，国潮月饼成为售卖品类之一。

若论包装创意和文化内涵，各大博物
馆无疑是有相当优势的——比如在文创领
域遥遥领先的故宫博物院，这次便一口气
推出了“朕的心意”锦盒系列、“故宫建筑”

系列和故宫技艺传承系列等，件件华丽又
大气。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
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也不甘落后，纷
纷推出各自的特色文创月饼，争奇斗艳。

今年的月饼商家们还推出了更多新玩
法。如月饼×丝巾、月饼×酒、月饼×风筝
的商品跨界组合……

通过IP合作的方式实现“强强联合”，也
成为今年颇为流行的玩法，四川品牌爱达乐
就是其中之一。9月16日，爱达乐品牌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和长虹等一起做了
联名，目的是希望给顾客一些新鲜感，以及
共同推动整个四川文化习俗的传播。

良品铺子在继续推出敦煌联名月饼的
同时，增添了当下流行的盲盒玩法。据介
绍，公司推出的特别盲盒中，有手机挂绳、
木质印章、便签本、香包等物件，这些小物
件也是敦煌研究院文创产品的同款周边。

花式营销之下，部分厂家的月饼价格也
走高。记者在哈根达斯天猫旗舰店看到，一款
哈根达斯和卢浮宫联名定制的礼盒装月饼价
格高达998元，即使用上优惠券，售价也高达
798元。而这款还不是哈根达斯和卢浮宫联
名月饼中价格最高的。

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月饼销售额从
2015年的131.8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205.2亿元，呈
现上升趋势。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国民对传统节
日更加重视，走亲访友的需求将继续复苏，预计
2021年中国月饼销售规模将达218亿元。218亿元
的月饼产业，容得下众多派系和各色企业。

形状口味花
“雪糕”“奶瓶”形状多样“螺蛳粉”“小龙虾”口感不同

折射出月饼企业的
“焦虑”和“内卷”

“顶流”方锦龙携手
新九州爱乐乐团

中秋佳节蓉城“斗乐”

中秋佳节的成都城市音乐厅，成
为国乐和二次元的完美交融现场，

“《斗·乐X二次元》——方锦龙与新九
州爱乐国乐音乐会”上演。国乐艺术
家、乐器收藏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人
物方锦龙老师，与宝藏乐团——新九
州爱乐乐团一起跨界东西方，用风趣
幽默的综艺化舞台表达，破壁二次元，
以最懂年轻人的方式，让国乐很酷、很
炫、很燃、很时尚。这也是第27届“蓉
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送给成都市
民一份特别的中秋礼物。

方锦龙从艺40余年，出访逾五十
个国家，多次被国内外媒体誉为“一个
人的乐团”。作为享有盛誉的民族音乐
家，方锦龙能演奏上百种乐器。他把失
传千年的“乐器之王”五弦琵琶成功恢
复和改良成符合当今审美的当代五弦
琵琶，再以创新的方式进行弹奏。当晚
的音乐会上，方锦龙便全方位展示了
他的五弦琵琶魅力。

与方锦龙同台斗乐的是 2016 年
成立的新九州爱乐国风乐团。新九州
爱乐国风乐团擅长各种想不到的乐器
组合，还把电声Midi、人声、打击乐伴
奏、游戏互动等多种形式加入传统国
乐演出，听他们演奏，简直就像开盲
盒，每一曲都是惊喜。

一年多前B站跨年晚会上，方锦
龙一人大战百人乐团的“破次元壁”表
演让许多人记忆犹新。9月21日晚，方
锦龙和新九州爱乐乐团将那个风靡亿
万乐迷的“斗乐”名场面，带到了成都
城市音乐厅。演出中既有西方乐器的
演奏，更有东方民乐的炫技，最精彩的
当属中西合璧的演奏方式，给现场观
众带来的耳目一新的感受。琵琶的轻
拢慢捻、古筝的恬静空灵、二胡的委婉
绵长、长笛的幽远空灵、打击乐的激情
澎湃，带着观众随韵律跳跃穿梭于不
同时空……东方的内敛悠扬，西方的
热情奔放，碰撞出炽热的火花。记者在
现场看到，这场音乐会充满“回忆杀”，
中外二次元经典动漫形象，随着一曲
曲熟悉的旋律，把观众带回当时年少
的时光，重回热血、燃烧、催泪、一往无
前的青春岁月，共同发出“原来国乐也
可以这么潮”的感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跨界玩得溜
医院博物馆做起了月饼 商家联名、盲盒玩法多

有企业靠卖月饼
撑起营收“半壁江山”

目前小小的月饼，撑起了百亿市值，并且市场
规 模 还 在 继 续 增 加 。艾 媒 咨 询 数 据 显 示 ，
2015-2020 年，中国月饼销售额呈上升趋势，从
131.8 亿元到 205.2 亿元，预计 2021 年中国月饼销
售额达到218.1亿元。

另据《2020年月饼数据消费报告》显示，国内中
秋月饼销量规模一直在持续递增。2015年月饼产量
32.8万吨，销售131.8亿元，2019年月饼产量约36.4
万吨，同比增长1.4%；销售额约196.7亿元，同比增
长7.9%。2019年我国月饼销售达13.8亿个，也就是
说，每个中国人都能分一个。

与此同时，市场份额越发向头部市场集中，大
量中小企业出局。

天眼查数据显示，2020年，月饼企业注册数为
2522家，同比下跌11.5%；目前我国在业、存续的月
饼相关企业共计 2.3 万家，较 2020 年底有所减少。
2021年1-8月，月饼企业新注册量为783家，同比下
跌51.3%。

另一方面，因为月饼的时令属性，中秋节一过
便不再有市场，短时间内的竞争尤其激烈。月饼的
奇葩口味层出不穷，也正显示出月饼企业的“焦虑”
和“内卷”。

当下月饼玩家们主要分三大阵营：老牌餐饮企
业、烘焙/糕点企业、跨界企业。近年来，跨界玩家们
越来越多，例如卖奶茶的喜茶、奈雪的茶、卖坚果零
食的良品铺子等，都想分得一杯羹。

与前两者相比，跨界企业本身自带流量，有一
定的品牌效应和话题度，更容易成“网红爆款”，但

《2020年月饼数据消费报告》指出，跨界企业普遍采
用代工模式，在技术、配方等方面往往不具备优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强亚铣 彭祥萍
戴佳佳 实习生 郭文艺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

市场份额集中，具有时令属性
短时间内竞争尤其激烈

企业 毛利率高

市场 竞争激烈

大便形状的月饼

国博月饼

“清·画珐琅袱系
纹盖罐”纹样故宫
月饼锦盒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星月”金箔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