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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巨头的

危与机
贵州茅台（600519.SH）大规模

招人之后，其旗下的习酒公司也紧
随其后。

红星资本局7月8日消息，继今
年5月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99人之
后，7月7日，习酒公司在官网发招
聘公告，面向社会招聘高校毕业生
计划招聘 594 人。其中，制酒工 515
人（男），制曲工、包装工79人（女）。

求职者需要在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取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历
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年龄
在18至25周岁。

习酒此次招人也安排有体能测
试。男子1000米跑、女子800米跑，4
分30秒合格。习酒公司负责招聘的
工作人员曾在接受红星资本局采访
时表示，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
业，习酒公司对职工的体能都有一
定要求。自 2017 年以来，该公司针
对所有的招聘岗位，均设置了体能
测试，测试过程中重点考核其是否
有心脏问题、肢体是否有不协调等。
此外，对于招聘的人员，均会到流水
线去体验包装、制酒、曲酒等。

另外，此次招聘的人员均需要
签订诚信承诺书，承诺在此次招聘
中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有效，并
严守纪律等。

与贵州茅台一样，习酒招人的
背后也是“产能扩张”做支撑。

据了解，自2018年5月至今，习
酒“十三五”形成的1.9万吨酱香酒
及配套项目，已陆续建成并投入使
用，投用率达90%，剩余项目也将于
年底陆续完工投用。目前，习酒正在
推进扩产技改，“十四五”技改第一
期 1.8万吨新产能及配套项目即将
开工建设。按照规划，到2026年，习
酒的产能将达到10万千升，实现54
万千升储备能力。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今年 6 月
15 日，习酒公司年内销售已突破
100亿元，完成上半年销售计划，实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邓凌瑶 李晨

7月7日晚间，房产中介企业我
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我爱我家”，000560.SZ）公
告，终止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材料，因为市场
情况及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

所谓“市场情况及资本市场环
境的变化”，从我爱我家的股价可见

“端倪”。截至公告发布的7月7日，
我爱我家收盘价2.75元/股，每股净
资产4.39元，二级市场估值已经低
于定增计划的3.07元/股发行价。对
于参与定增的投资方来说，这是一
笔并不划算的买卖。

我爱我家的知情人士告诉红星
资本局，我爱我家借壳上市后，借壳公
司的主营业务增加了房地产中介服务
业务，在A股市场被划到“房地产”分
类，该类别近期融资难度不小。

基于这些内外因，我爱我家终
止了这次再融资计划。前述知情人
士表示，随着公司进一步发展，不排
除继续定增的可能性。

此次终止的定增计划还要回溯
至去年一季度。2021年3月，我爱我家
发布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发行价格为3.07元/股，预计募资总金
额7亿元以内。按照定增计划，这7亿
元将被用于数字化系统升级建设、直
营及加盟门店的规模扩张。

终止定增前的一个月，我爱我
家已经在收缩加盟业务。前述知情
人士告诉红星资本局，公司战略调
整在收缩加盟，为了减少加盟城市
亏损；同时巩固直营，在有把握的市
场，比如郑州等城市择机加强。

至于数字化系统升级建设，我
爱 我 家 此 前 在 北 京 使 用 的 CBS
（Core Business System，核心业务
系统）平台操作系统，将应用于全国
各重点城市的直营门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程璐洋

素有“海运之王”之称的中远
海控（601919.SH；01919.HK）今年
上半年业绩继续爆发。

中远海控近日发布的业绩预
告显示，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实现
归母净利润647.16亿元。这个数字
不仅同比去年上半年大幅增长
74.45%，甚至环比去年下半年海运
费高位时，仍增长23.98%。

海运费已回落小半年，为何中
远海控还能实现净利润环比大增
呢？

中远海控日赚3.6亿

7 月 6 日晚间，中远海控发布
业绩预告，预计 2022 年上半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647.16亿元，同比增加约276.18

亿元，同比增长约74.45%；预计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净
利润约 644.36 亿元，同比增加约
274.16亿元，同比增长约74.06%。

按此计算，今年上半年，中远
海控日赚约3.6亿元。

中远海控表示，本期业绩预增
的主要原因是，2022年上半年，国
际集装箱运输供求关系较为紧张，
主干航线出口运价保持高位运行。
报告期内，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
合指数（CCFI）均值为3286.03点，
同比增长59%。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中远海控
2021年的业绩同样亮眼。

2021年全年，中远海控实现归
母净利润 892.96 亿元，同比增长
799.52%，在所有 A 股上市公司中

排名第九，创历史新高。其中，2021
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 370.98 亿
元，2021年下半年为521.98亿元。

也就是说，中远海控今年上半
年647.16亿元的归母净利润，不仅
同比去年上半年大幅上涨74.45%，
甚至环比去年下半年海运费高位
时，仍增长23.98%。

海运费已有所回落

红星资本局此前曾报道，今年
1-5月，海运费连续下滑20余周。1
月28日～5月6日，中国出口集装
箱 运 价 指 数 从 3565.33 降 至
3056.98，降幅为14.26%；上海出口
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从5010.36
降至4163.74，降幅为16.90%。

与此同时，去年“一柜难求”的

状况也有所改善。做纺织外贸的小
吴表示，舱位不像去年一样需要抢
了，相反还很富余。

不过，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短
期来看海运费虽然有所回落，但降
幅远不及去年下半年的涨幅，海运
费均值仍处在高位。

数据显示，中国出口集装箱运
价综合指数（CCFI）月度均值自
2020年6月起开始连续上涨，2021
年 更 是 快 速 攀 升 ，10 月 达 到
3291.25 点的高点；小幅回落两个
月后，又在2022年1月涨至新的高
点，为 3510.83 点；随后持续下滑，
至6月最新的数据为3228.37点。

也就是说，虽然整体来看，今
年上半年的CCFI运价综合指数呈
现下降趋势，但若以半年为周期计

算，今年上半年的月度算术平均值
为 3304.31 点，不仅高于去年上半
年的 2073.77 点，也高于去年下半
年的3130.07点。

从这个角度上说，中远海控今
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增长态势，与行
业整体趋势保持一致。

二级市场上，中远海控的股价
却一路走低。

2021 年 7 月 7 日，中远海控 A
股股价从当年年初的 13.43 元/股
涨至 33.40 元/股，创历史新高。但
此后持续下挫，今年4月27日跌至
13.12元/股，创历史新低。截至7月
8日收盘，中远海控报14.72元/股，
今年内累计跌幅超过15%。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
瑶 谢雨桐

运费回落“海运之王”半年仍狂赚647亿

7 月 7 日-9 日，2022 中国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广东省汕头市
召开。7月8日，中国信通院副院长
王志勤发布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报告（2022年）》。

王志勤表示，数字经济已经由
经济的组成部分，转变为经济发展
的引领力量，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
的规模达到了45.5万亿元，占GDP
的比重达到了 39.8%。数字经济年
均增速高达15.9%。

王志勤指出，2021年有16个省
市区数字经济突破 1 万亿元，较去
年增加3个，其中广东省居第一。北
京、上海、北京数字经济 GDP 的占
比超过50%，15个省市区数字经济
的增速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重营销轻研发、食品安全问题和产品同
质化一直是行业痛点。同时，它们还面临行
业门槛低、网络渠道和传统渠道销售成本
高、竞争加剧等局面。

线上逼近天花板、线下进入调整期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2016年至2020年，我国休闲食品行业市场
规模从8224亿元增长至12984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2.09%。据中商产
业研究院预计，2022年中国休闲食品市场规模将突破15000亿元。

休闲零食龙头企业三只松鼠(SZ:300783)、良品铺子(SH:603719)、
来伊份(SH:603777)经营状况如何呢？最新财报显示，三只松鼠2022年
一季度，营收和净利润都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良品铺子2022年一季度
出现增收不增利的尴尬处境；来伊份一季度实现营收同比增长，但其
营收规模与三只松鼠和良品铺子存在较大差距。

截至2022年7月7日收盘，三只松鼠收盘价为22.53元/股，市值
90.35 亿元，较市值最高点蒸发超 260 亿元；良品铺子收盘价为 25.82
元/股，市值为103.5亿元，较市值最高点蒸发超230亿元；来伊份股价
跌至13.46元/股，市值仅有45.33亿元，较市值最高点蒸发超130亿元。

万亿赛道，休闲零食巨头们为何受阻？
百舸争流，谁将分得更多市场蛋糕？

绕不开的食品安全问题

但代工生产的弊端也十分明
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产生食
品安全问题，二是产品同质化。

食品安全问题上，三只松鼠
在去年“双十一”促销过后，多名
消费者投诉三只松鼠的手撕面
包、坚果等产品变质发霉，引发消
费者的不满与质疑。

良品铺子早在 2017 年就因
食品安全问题被查处，2021 年 3
月，又因“鸡肉肠变质”相关事件
引发网友广泛讨论。

来伊份近几年频登食品抽检
“黑榜”，2012年更是因为产品质
量问题影响了IPO进程。

而从这些企业的研发投入来
看，重营销轻研发也十分明显。财
报显示，三只松鼠、良品铺子、来
伊份的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例均
不超过1%。

业绩增长护城河如何建立

除了代工模式的共同痛点
外，这些企业也各有各的困境。

三只松鼠线上已现天花板。
财报显示，2020年，三只松鼠天猫
旗舰店全年的销售收入同比下滑
28%。2021年，三只松鼠线上收入
64.79 亿元，同比下降 10.39%。企
业需要寻求第二增长曲线，便开
始大力向线下转移。

据财报，2020年，三只松鼠投
食店、联盟小店的门店数量分别
增至171家、872家。2021年，三只
松鼠开店步伐开始停滞，投食店
新关店数量远超开店数量，联盟
小店新开数量多但新关数量也
多，最终全年新关店数量达 331
家，净增门店仅为 22 家，总门店
数量与2020年基本持平。

一年关店超 300 家，三只松
鼠终是未能在线下筑起新的业绩
增长护城河。今年4月，三只松鼠
正式发布公告称“公司已全面暂
停门店扩张，并且大力度关停不
符合长期定位、业绩不佳的门
店”。仅 3 年时间，从规模化扩张
到暂停扩张，“五年万店”梦终成
泡影。

良品铺子面临的挑战或许来
自营销理念与用户认可度难契合。

2019 年良品铺子启动“高端
零食”战略，此后在综艺广告、明
星代言、电视剧植入都能看见良
品铺子的身影。2019年良品铺子
全年销售费用达到15.81亿，占当
年营收的20.5%，之后销售费用率
也维持在20%左右。

对比竞争对手，良品铺子的
产品价格确实较高。而根据国家
商务部 2020 年发布一项数据显
示，良品铺子产品平均定价数量
中有十余款产品高居榜首。

但良品铺子资金压力却没有
表面那么轻松。财报显示，2019

年-2021 年，良品铺子净利润持
续下滑，2022 年一季报中，公司

“增收不增利”，净利润 9306 万
元，同比降8.86%。

良品铺子归因为营销推广费
用支出扩大、线上渠道占比提升
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

高额的营销费堆起了自己的
“高端”形象，但高端故事是否会
有消费者为其持续买单？

来伊份面对的局限则是整体
经营效率较低。

来伊份的毛利率一直处于行
业较高水平，但费用类支出过高，
最终侵蚀了利润，导致企业赚钱
能力比较低。

来伊期间费用较高主要系员
工薪酬、物业费等支出，这也与来
伊份较多线下自营门店这一经营
模式相关。

以 2020 年为例，财报显示，
来伊份的销售费用为13.09亿元，
其中“工资及社保费”、“租赁及物
业费”两项合计就有8.64亿元。

反观来伊份的广告宣传费却
相对较低，可见来伊份在品牌宣
传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小。

对此，2020 年，来伊份推进
“万家灯火”计划，想通过大力发
展加盟商实现企业的轻资产运
作。2020 年，来伊份加盟店新增
272家，2021年，来伊份加盟店新
增数量更是达到了 659 家，但这
条路仍需要很长时间去拓展。

停不下的渠道建设

成立于2012年的三只松鼠，
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网生品牌”。
2012年6月三只松鼠在淘宝（天猫
商城）试运营，数月后的天猫双十
一活动中，拿下食品类GMV第一
名，此后连续多年蝉联冠军。

可以说，三只松鼠的成功，在
于吃到了电商崛起的流量红利。

2016年，三只松鼠开始试水
线下品牌专卖店，不过目前线上
收入依然是企业的主要营收来
源。截至2021年底，三只松鼠有
140家投食店，925家联盟小店，共
计1065家线下门店。

良品铺子是从线下起家后逐
渐布局线上业务。2006年，良品铺
子在武汉开了第一家店，此后深
耕华中，定位高端，辐射全国。截
至2021年年底，线下门店数量为
2974家。2011年良品铺子试水电
商，2014年开始进行全渠道建设，
2015年起加大力度拓展加盟业
务。目前来看，良品铺子已经基本
形成“以门店终端、线上平台为核
心”的渠道销售网络。

来伊份早在2001年就在上海
开了线下首店。起初线下门店以直
营为主，加盟为辅。2006年来伊份
走出上海进入江苏。截至2021年，
来伊份在全国拥有门店3488家。

2011年来伊份就开始布局线
上渠道，建设了电商网站，推出自
营APP，全渠道建设的口号也一直
没有停歇。从实际成效来看，目前
线上依旧是企业的主要营收来源。

有的营收下滑，有的利润下降

对比三家企业的营收结构，
2021年全年，三只松鼠线上营收
占比66.31%，线下占比33.69%；良
品铺子线上营收占比53.13%，线
下营收占比46.87%；来伊份线上
营 收 占 比 14.75% ，线 下 占 比
85.25%。

也就是说，目前三只松鼠线
下收入对总营收的贡献有所上
升，但线上收入依然是企业最主
要的营收来源；良品铺子的营收
结构比较稳定也比较均衡；相比
而言，来伊份的线上渠道发展一
直比较乏力，对营收的贡献也相
对比较少。

从总营收规模来看，三只松
鼠在2019年全年营收突破百亿，
成为零食行业首家迈过百亿门槛
的企业。不过此后，营收开始逐年
下降。财报显示，2019年-2021年
三 只 松 鼠 的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为
101.73亿元、97.94亿元、97.7亿元，
同比增长45.3%、-3.72%、-0.24%。

良品铺子的总营收增长相对

较为明显，2021年全年实现营收
93.24亿元，同比增长18.11%，营收
规模与三只松鼠逼近。今年一季
度，实现营收29.42亿元，相比于三
只松鼠的30.89亿元，差距进一步
缩小。

2021年，来伊份实现营收41.74
亿元，同比增长3.63%，总营收不及
三只松鼠与良品铺子的一半；同时，
2017年-2020年，来伊份营收同比
增长分别为12.36%、7.01%、2.85%
和0.59%，增速逐年滑落。

从盈利能力来看，三只松鼠
与良品铺子在净利润方面相对更
具备优势，不过良品铺子的净利
润整体有所下滑。来伊份净利润
最少，而来伊份在2020年直接亏
损6519.54万，同比下降728.65%。

这主要是由于来伊份以线下
直营模式为主，因此受到疫情等
冲击较大。此后，2021年，来伊份
的净利润虽然扭亏为盈，为0.31亿
元，但并非完全是销售商品所得，
利润增长有不少原因是与来伊份
的投资收益相关。

总体而言，目前三家企业在
业务结构、营收规模、盈利能力
上，走的相对比较稳健的是良品
铺子；三只松鼠出现明显的增长
乏力，后劲不足；来伊份则是受限
于渠道单一，线下门店利润微薄
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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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市场规模
2020年，我国休闲食品行业市场规

模增长至12984亿元，中商产业研究院预
计，2022年中国休闲食品市场规模将突
破15000亿元。

巨头不“休闲”

成于流量，困于渠道>1

A面

B面

三只松鼠、良品铺子与来伊份，三家巨头都是走代工生产(OEM)模式的零食品牌，区别
在于切入市场的渠道布局不同。

相同的痛点，不同的麻烦
三家零食企业，都是代工贴牌生意。代工模式的好处在于，可以实现轻资产模式快速

运转。这些企业则专注于终端产品销售、品牌运营、用户运营等环节。

没有什么生意是一劳永逸的。休闲零食行业的头部玩家们，从曾经的现象级成功到如今所面临的市场竞
争、原材料成本、线下门店成本、线上流量流失以及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如何提质增效带领行业危中寻机，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刘谧

小/结

16个省市区
数字经济突破万亿元

习酒招聘594人
仍有体能测试

我爱我家
终止7亿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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