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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海外疫情对进口奶粉市场冲击。2019年进口奶粉约占国内婴幼儿奶粉消

费市场的51%，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欧盟、新西兰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均爆发了较为严重的新冠疫情。海外疫情对进口奶粉市场的影响包括物

流缓滞、供给紧缺、拖累部分奶粉新品上市进度、消费者对进口奶粉安

全担忧等。疫情以来婴配奶粉外资品牌的整体销售不佳，多数品牌出现

明显的同比下滑。以飞鹤为代表的国产品牌乘势抢占市场份额，并且这

一进口替代趋势有望随着疫情在海外持续蔓延而进一步加速。 

◼ 婴幼儿奶粉市场存量竞争格局渐显。我国新生儿数量连续3年下降，考

虑出生率下降趋势，预计未来我国婴配奶粉市场规模增速将放缓。但有

赖于市场对高端奶粉的需求持续增加及零售价上涨，预计婴配奶粉市场

规模仍将实现持续增长。 

◼ 婴幼儿奶粉消费高端化趋势明显。近五年高端奶粉市场的增速明显快于

普通奶粉，市占率从2014年的22%上升至2018年的38%，并有望继续

成为整个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的增长动力。羊奶粉和有机奶粉是行业的

蓝海，目前市场规模仍很小，但增长很快，近年来分别保持20%/40%

以上的增速。 

◼ 国产头部品牌崛起。婴幼儿奶粉配方注册制实施后促进市场监管规范，

我国婴幼儿奶粉行业集中度持续提高，CR10的市占率从2016年的60%提

高至2019年的76%，并且CR10市占率的提升主要由国产品牌贡献。其中

国产龙头飞鹤在近几年的市场份额实现快速提升，2019年市占率上升至

13.3%，成为仅次于雀巢的第二大奶粉品牌，并且与雀巢的差距甚微。 

◼ 中国飞鹤(6186.HK)：国内知名婴幼奶粉高端品牌。飞鹤近五年业绩保

持高速的增长势头，是首个营收过百亿的国产奶粉企业。自2010年开始

推出超高端“星飞帆”产品系列，并重新定位为高端品牌，目前已成为

我国婴幼儿奶粉高端市场的领头羊。公司的高端定位符合我国高端婴幼

儿配方奶粉市场更快速增长的趋势，2020-2021年产能将翻番，预计其

业绩能够维持高速增长。 

◼ 风险提示。奶粉安全风险，市场需求下降风险，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

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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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外疫情对进口奶粉市场冲击 

1.1 我国婴幼儿奶粉对进口依赖高 

我国进口婴幼儿奶粉市占比高，但近两年增速放缓。我国婴幼儿奶粉进口数量从 2012

年的 9.15 万吨增加至 2019 年的 34.55 万吨，7 年 CAGR 为 21%；进口金额从 2012 年的

10.49 亿美元增加至 2019 年的 51.91 亿美元，7 年 CAGR 为 26%。2019 年进口奶粉约占

国内婴幼儿奶粉消费市场的 51%。但自 2018 年起，奶粉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的增速明

显下降。2019 年奶粉进口数量同比增长 6.47%，进口金额同比增长 8.85%；2020 年 3-4

奶粉进口数量同比增长 6.83%，进口金额同比增长 1.9%。 

图 1：我国婴幼儿奶粉进口数量及增速  图 2：我国婴幼儿奶粉进口金额及增速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奶粉主要进口来源国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婴幼儿奶粉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欧盟、新西兰

及澳大利亚，其中来自欧盟的占比约 75%，新西兰占比约 16%，澳大利亚占比约 3%。

而这些国家均爆发了较为严重的新冠疫情，特别是欧盟。 

图 3：我国婴幼儿奶粉进口来源国数量占比  图 4：我国婴幼儿奶粉进口来源国金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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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东莞证券研究所 

1.2 海外疫情对进口奶粉市场的影响 

1）疫情影响跨国物流体系，进口奶粉运输缓滞。疫情导致航班减停等影响进口奶粉的

流通效率，造成运输延误和物流成本上升。 

2）疫情持续蔓延导致奶粉减产，供给紧缺。疫情爆发严重的奶粉主要进口来源国工厂

若长时间停产减产将导致奶粉产量减少，后续可能出现供货紧缺的情况。 

3）疫情影响海外奶粉配方注册进度。海外工厂现场审查受疫情影响，拖累部分海外品

牌奶粉配方注册进度，从而影响部分品牌奶粉新品的上市进度。 

4）消费者担忧进口奶粉安全问题。我国进口奶粉主要来源国已成疫情重灾区，而且蔓

延势头还在继续，消费者会担忧进口奶粉的安全问题。 

1.3 疫情下国产品牌加速进口替代 

外资品牌疫情期间销售受阻。根据第三方机构弘则研究的调研，2020 年疫情以来，婴幼

儿配方奶粉外资品牌的整体销售表现不佳，多数品牌出现明显的同比下滑。根据贝贝熊

母婴连锁系统反馈，外资品牌 2020 年 1-4 月销售额同比下滑 15%左右，惠氏、雅培等

品牌下滑幅度超过 25%。 

国产品牌乘势加速抢占市场份额。外资品牌奶粉在疫情期间的销售受阻为国产品牌奶粉

的崛起提供好时机。以飞鹤为代表的国产品牌乘势抢占市场份额的趋势非常明确，并且

这一进口替代趋势有望随着疫情在海外持续蔓延而进一步加速。从国产品牌 2020Q1 的

业绩表现来看，也体现了疫情期间的进口替代效应。贝因美 2020Q1 营收同比增长 13%，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5%；飞鹤对外透露 2020Q1 营收同比增长 30%以上；君乐宝对外

透露 2020Q1 奶粉产销量同比增长 50%以上。 

 

2. 婴幼儿奶粉市场存量竞争格局渐显 

新生儿数量连续 3 年下降。2019 年我国新生儿数量 1465 万人，较 2018 年减少 58 万人，

下降 3.81%；较 2017 年减少 258 万人。我国奶粉消费人群基数持续走低。未来随着我国

适龄生育女性数量下降，及生活压力带来的生育意愿下降等因素影响，新生儿数量增速

大概率保持下降趋势，这对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的市场规模增长带来不少压力。 

母乳喂养率有所回升。得益于全面二孩政策，产假延长，2016 年起我国母乳喂养率有所

回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8 年我国 6 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

率为 29.2%。预期随着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母乳喂养率将继续维持在较低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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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我国新生儿数量连续 3 年下降  图 6：我国母乳喂养率有所回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国家卫计委，东莞证券研究所 

高端奶粉需求增长，奶粉涨价成趋势。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和对奶粉品质的追求，

消费者对高端奶粉的需求持续增加，奶粉产品涨价已成趋势。根据商务部数据，国内外

品牌婴幼儿奶粉零售价总体保持上涨趋势，价差始终围绕在 50 元/kg 左右。 

图7：2017-2020年我国婴幼儿奶粉平均零售价走势 

 

数据来源：商务部，东莞证券研究所 

高端奶粉涨价幅度更大。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我国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的平

均零售价从2014年的336.3元/kg稳步上升至2018年的421.7元/kg，复合年增长率5.8%。

并且预计到 2023 年上涨至 486 元/kg，复合年增长率 2.9%。 

图8：我国高端婴幼儿奶粉平均零售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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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东莞证券研究所 

婴幼儿奶粉市场规模保持增长，但增速放缓。考虑出生率下降趋势，预计未来我国婴配

奶粉市场规模增速将放缓。但有赖于市场对高端奶粉的需求持续增加及零售价上涨，婴

配奶粉市场规模仍将实现持续增长。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我国婴配奶粉市场规模

由 2014 年的 1605 亿元增加至 2018 年的 2450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1.2%，并预计到

2023 年增加至 3427 亿元，2018-2023 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6.9%。 

图9：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规模及增速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东莞证券研究所 

 

3. 婴幼儿奶粉消费高端化趋势明显 

3.1 高端奶粉市占率持续上升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近五年超高端、高端奶粉市场的增速明显快于普通奶粉市场

的增速，2014-2018 年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 39.5%、20.5%、5%。超高端、高端奶粉

的市占率从 2014 年的 22%上升至 2018 年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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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规模仍稳步上升，2018-2023 年复合增长率为 6.9%，其中

高端奶粉（含超高端、高端）有望继续成为整个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的增长动力。预计

高端奶粉市场到 2023 年将达到 1998 亿元，2018-2023 年复合年增长率为 16.6%，市

占率从2018年的38%上升至2023年的58%。其中超高端奶粉复合年增长率为16.9%，

市占率从 2018 年的 17%上升至 26%；高端奶粉复合年增长率为 16.3%，市占率从 2018

年的 21%上升至 32%。 

表1：超高端和高端奶粉市场规模增速更快 

 2014-2018 CAGR 2018-2023E CAGR 

总额 11.2% 6.9% 

超高端 39.5% 16.9% 

高端 20.5% 16.3% 

普通 5.0% -1.2%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10：超高端和高端奶粉市占率持续上升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东莞证券研究所 

3.2 羊奶粉和有机奶粉成高端化重要赛道 

羊奶粉和有机奶粉都是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的蓝海，目前市场规模仍很小，但增长很快。 

羊奶粉相对牛奶粉具有更接近母乳成份，更易吸收，不易过敏等特质。有机奶粉的核心

优势则在于全流程天然无污染。 

近年来羊奶粉和有机奶粉分别保持 20%/40%以上的增速。如果按照羊奶粉企业出厂价

计算，我国羊奶粉的市场规模从 2013 年的 29 亿元增至 2018 年的 80 亿元，复合年增

长率 22.5%。如果按照销售额计算，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我国羊奶粉市场规模预

期从 2018 年的 172 亿元增至 2023 年的 376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6.9%。 

有机奶粉的市场规模尚小，但增速很快。从 2016 年的 18 亿元增至 2019 年的 58 亿元，

复合年增长率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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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国内羊奶粉市场规模及增速  图 12：国内有机奶粉市场规模及增速 

 

 

 

数据来源：中国报告网，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东莞证券研究所 

 

3.3 不同档次奶粉的主要品牌分布 

超高端奶粉（450 元/kg 以上）主要以外资品牌为主：雅培菁挚、美赞臣蓝臻、皇家美

素佳儿、惠氏启赋。国产品牌：飞鹤星飞帆、飞鹤臻稚有机，澳优佳贝艾特，伊利金领

冠塞纳牧。国产品牌在超高端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有机奶粉、羊奶粉及产品差异化。 

高端奶粉（350-449 元/kg）国产品牌和外资品牌竞争激烈：国产品牌主要包括飞鹤臻爱

倍护、臻爱飞帆及精粹益加，伊利金领冠珍护、睿护，合生元派星等。外资品牌：爱他

美白金版、雅培亲护，美赞臣亲舒等。 

普通奶粉（350 元/kg 以下）品牌较多。外资品牌有惠氏 S-26、雀巢能恩和达能诺优

能。国产品牌则较多，如君乐宝、雅士利、贝因美的主力产品是集中在该价格带上。 

表2：不同档次奶粉主要品牌分布 

不同档次奶粉 外资品牌 国产品牌 

超高端奶粉（450 元/kg 以上） 
雅培菁挚、美赞臣蓝臻、皇家美

素佳儿、惠氏启赋 

飞鹤星飞帆、飞鹤臻稚有机，伊利

金领冠塞纳牧，澳优佳贝艾特 

高端奶粉（350-450 元/kg） 
爱他美白金版，雅培亲护，美赞

臣亲舒 

飞鹤臻爱倍护、臻爱飞帆及精粹益

加，伊利金领冠珍护、睿护，合生

元派星 

普通奶粉（350 元/kg 以下） 
惠氏 S-26、雀巢能恩、达能诺优

能、美素佳儿 

飞鹤星阶优护、飞帆及贝迪奇产品

系列，君乐宝、雅士利、贝因美 

资料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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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产头部品牌崛起 

4.1 政策助推国产品牌回暖 

在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前，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是以国产品牌占据相对较大的

市场份额。事件发生后，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心受到冲击，导致国内奶粉市场被外资

品牌主导。直到 2016 年婴配奶粉配方注册制实施后促进市场监管规范，助推国产品牌

逐渐回暖。 

婴配乳粉配方注册制实施。《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自 2016 年 10 月

实施，要求“每个企业原则上不得超过 3 个配方系列 9 种产品配方”。每个配方系列包

括婴儿配方乳粉（1 段），较大婴儿配方乳粉（2 段），幼儿配方乳粉（3 段）。因此，大

量贴牌、代工、假洋牌奶粉被出清，同时部分进口品牌因无配方注册资格而无法进行线

下销售。至 2018 年审核完成时，70%以上的奶粉品牌被淘汰。而这些中小品牌主要集中

在下线市场，下线市场又是国产品牌的优势市场，因此这部分下线市场的释放给了国产

头部品牌份额提升的良机，并推动了行业集中度的持续提高。 

目前已注册奶粉配方数量排名靠前的以国产奶粉品牌为主。 

图13：奶粉企业已注册奶粉配方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东莞证券研究所 

国产婴幼奶粉提升方案出台。2019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出台《国产婴幼儿配

方乳粉提升行动方案》，明确要大力实施国产婴幼儿配方奶粉“品质提升、产业升级、

品牌培育”行动计划，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产量稳步增加，力争自给率稳定在 60%以上；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淘汰落后产能，行业集中度继续提升；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国产品牌婴幼儿配方乳粉在国内市场的排名明显提升；鼓励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在国

外设立加工厂，并将产品以自有品牌原装进口。 

 

4.2 国产品牌下沉市场更具优势 

下线城市婴幼儿奶粉消费增长潜力较大。下线城市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规模占据整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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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一半以上，且近五年实现更快速的增长。下线城市持续推进城市化水平及大众收入

水平提高，消费力提升；且下线城市人口较多，出生率亦高于一二线城市；且自 2016

年实施婴幼儿奶粉配方注册制后，许多杂牌、贴牌奶粉出清，而这些奶粉主要集中在下

线城市。因此，下线城市的奶粉消费增长潜力较大。 

图14：下线城市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份额持续上升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东莞证券研究所 

国产品牌下沉市场较外资品牌更具优势。基于下线城市婴幼儿奶粉市场的极大潜力，国

产品牌和外资品牌纷纷积极布局下沉市场。但低线市场需要大力投入渠道建设，外资品

牌的渠道下沉能力不如国产品牌。外资品牌重品牌建设，轻渠道建设和门店体验，本土

化水平低，地推能力不够强，主要依赖商超铺货，目前主要局限于一线城市。相对而言，

国产品牌的渠道下沉力度和营销推广方式更适合下线市场。国产品牌的销售渠道更扁平

化，能够给予经销商和终端门店更高的返佣，尤其是头部品牌随着品牌力加速提升，成

为其弯道超车的契机。根据尼尔森数据显示，2018 年国产奶粉在下线市场的市占率为

52%，增速为 20%，高于外资奶粉 7%的增速。 

图15：各级城市对国产和外资奶粉品牌的偏好占比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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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国产头部品牌市占率快速提升 

自 2016 年国家对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出台多项规范措施和扶持政策以来，国产品牌的

市场份额逐渐回升。 

图16：国产奶粉品牌市占率逐渐提高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东莞证券研究所 

自奶粉配方注册制实施后，我国婴幼儿奶粉行业集中度持续提高。根据欧睿咨询数据，

行业 CR10 的市占率从 2016 年的 60%提高至 2019 年的 76%。 

并且 CR10 市占率的提升主要由国产品牌贡献。在国家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国产品牌的

市占率提升更快。2016-2019 年外资品牌 CR5 的市占率维持在 41%左右，而国产品牌 CR5

的市占率则从 2016 年的 18.8%提升至 2019 年的 34%，提升了 15.2pct。 

其中国产龙头飞鹤在近几年的市场份额实现了快速提升，2019 年成为仅次于雀巢的第二

大奶粉品牌，市占率从 2016 年的 5.1%大幅上升至 2019 年的 13.3%，并且与雀巢的差距

甚微。除飞鹤外，国产品牌 CR5 的其余四大品牌君乐宝、伊利、澳优、合生元 2019 年

的市占率均在 5%左右。 

表3：我国婴幼儿奶粉品牌市占率变化情况 

排序 
2016 年 2018 年 2019 年 

品牌 市占率 品牌 市占率 品牌 市占率 

no.1 雀巢 13.90% 雀巢 14.10% 雀巢 13.50% 

no.2 达能 8.10% 达能 9.50% 飞鹤 13.30% 

no.3 美赞臣 6.70% 飞鹤 8.60% 达能 10.10% 

no.4 雅培 6.30% 雅培 6.80% 雅培 6.70% 

no.5 美素佳儿 5.80% 美赞臣 6.50% 美赞臣 6.10% 

no.6 飞鹤 5.10% 美素佳儿 5.30% 君乐宝 5.50% 

no.7 雅士利 4.80% 伊利 5.00% 伊利 5.30% 

no.8 伊利 3.70% 雅士利 4.80% 美素佳儿 5.10% 

no.9 合生元 3.20% 澳优 3.90% 澳优 5% 

no.10 澳优 2.00% 合生元 3.20% 合生元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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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10 59.6%  67.7%  75.5% 

外资品牌 CR5 40.8%  42.2%  41.5% 

国产品牌 CR5 18.8%  25.5%  34.0% 

资料来源：欧睿咨询，东莞证券研究所整理 

 

5. 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对比 

5.1 收入和净利润增速 

国产品牌奶粉上市公司包括 A 股的伊利股份、贝因美及 H 股的中国飞鹤、澳优、雅士

利国际、H&H 国际控股。其中伊利股份的主营业务为液态乳，2017-2019 年的奶粉及奶

制品业务收入分别为 64.28 亿元、80.45 亿元、100.55 亿元，占总营收的比例分别为 9.45%、

10.11%、11.14%。按此排序，奶粉业务营收规模依次为飞鹤、合生元、伊利、澳优、雅

士利、贝因美。 

图 17：近三年奶粉上市公司营收  图 18：近三年奶粉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近三年仅飞鹤和澳优实现持续且快速的归母净利润增长。 

表4：近三年奶粉上市公司业绩增速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近三年营收复合增速 近三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速 

6186.HK 中国飞鹤 52.85% 84.15% 

1717.HK 澳优 30.84% 68.84% 

1230.HK 雅士利国际 22.63% 122.01% 

1112.HK H&H国际控股 16.27% 3.8% 

600887.SH 伊利股份 15.14% 7.49% 

002570.SZ 贝因美 2.32% 68.77% 

资料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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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毛利率、净利率、销售费用率 

2019 年飞鹤的毛利率高达 70%，高于同行平均水平 52%，源于公司的主营产品为毛利

率较高的高端产品（尤其是超高端产品）。同样走高端路线的合生元的毛利率仅次于飞

鹤，达 66%。澳优、贝因美、伊利奶粉业务的毛利率水平均在 50%左右。 

2019 年飞鹤的净利率高达 29%，逐年提升明显，同样远高于同行。一方面是毛利率保持

较高，另一方面是随着品牌知名度和营销效率提升，销售费用率逐年下降。 

图 19：近三年奶粉上市公司毛利率  图 20：近三年奶粉上市公司净利率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图 21：近三年奶粉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率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5.3 存货周转率 

剔除主营业务为液体乳的伊利股份，飞鹤的存货周转率明显高于同行，存货周转天数不

到 60 天。飞鹤 2019 年实行新的销售政策，要求线下产品必须在生产日期后的 6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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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出，以确保市面上飞鹤产品的新鲜度。而对于电商渠道，自营网上商店订单从工厂到

终端客户仅需 28 天。 

图 22：近三年奶粉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  图 23：近三年奶粉上市公司存货周转天数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5.4 研发投入 

国产品牌的研发能力仍显落后，研发费用/营收比值相对外资品牌要低。而飞鹤和澳优相

对来说在国产品牌中的研发投入较多。 

图24：部分奶粉企业研发费用/营业收入比较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6. 中国飞鹤(6186.HK)：国内知名婴幼奶粉高端品牌 

业绩保持高增长，高端占比持续上升。飞鹤近五年业绩保持高速的增长势头，是首个营

收过百亿的国产奶粉企业。2015-2019 年营收从 36.15 亿元增长至 137.22 亿元，复合年

增长率为 40%，净利润从 4.12 亿元增长至 39.35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76%。2020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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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同比增长 30%以上。 

公司自 2010 年开始推出超高端“星飞帆”产品系列，并重新定位为高端品牌，目前已

成为我国婴幼儿奶粉高端市场的领头羊，在 2018 年排名第 2，市占率 13.1%，其中主打

的超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星飞帆”、“臻稚有机”在超高端市场以 24.7%的市占率排名

第 1。 

近几年高端产品占比不断提高，未来规划超高端产品占到 60%左右，高端产品占到 30%

左右，放弃利润率较低的低端产品系列。公司的高端定位符合我国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

市场更快速增长的趋势，预计其业绩能够维持高速增长。 

图 25：近三年飞鹤业绩实现高速增长  图 26：高端婴幼儿奶粉收入占比持续上升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东莞证券研究所 

以鲜奶为主要原材料，采用湿混—喷雾干燥工艺生产。原材料方面，公司的所有婴幼儿

配方奶粉产品采用鲜奶为主要原材料，工厂临近鲜奶供应商，确保鲜奶于接收 24 小时

内使用。而国内大部分婴幼儿奶粉使用成本较低且保质期较长的进口奶粉作为主要原材

料。疫情影响下，原材料主要源于国内的企业，其供应链稳定性更高。相对而言，进口

奶粉原料企业则面临不确定性。 

制造工艺方面，公司采用湿混—喷雾干燥工艺生产，而普通奶粉一般采用干混工艺生产，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湿混法更容易于水中溶解，以确保各营养成份均匀分布。公司产品

还添加 OPO 结构脂、水解乳清蛋白、乳铁蛋白等优质配料制造。 

表5：婴幼儿配方奶粉制造工艺比较 

婴幼儿配方奶粉制造工艺比较 

比较 湿混—喷雾干燥工艺 
干混 

干混工艺 综合工艺 

定义 

成份被混合、均质化、巴氏减菌及喷雾

干燥，以生产粉末产品。需要对湿混技

术及冷链运输的严格条件及质量控制

要求。 

脱水粉末形态的成份予以混

入，以达至完整婴幼儿配方奶

粉产品所需宏观及微观营养成

份均匀混合。 

基粉（主要由蛋白质及脂肪成

份组成）使用湿混及喷雾干燥

工艺生产，然后与碳水化合物、

矿物质及维他命成份干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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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度 高 低 中 

营养成份分布

均匀性 
高 低 中 

可溶性 高 低 中 

安全性 高 低 中 

成本 高 低 中 

资料来源：飞鹤招股说明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精准营销，成功塑造高端国产品牌。飞鹤把广告词变更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并邀

请国际明星章子怡担任代言人，使其品牌知名度迅速提升，短短几年销量实现高速增长，

成为目前国内知名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品牌。2015-2019 年销售费用复合年增长率 35%，

2019 年销售费用率为 28%。在发挥分众传媒庞大覆盖能力的同时，通过丰富的活动和面

对面交流传递品牌价值，2018 年线下活动举办了 30 多万场，2019 年举办了 50 多万场，

且重点放在潜力巨大的下线城市。2020 年疫情发生后，公司率先将面对面消费者教育活

动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推广人员通过微信群与消费者持续进行互动，并在业内率先开展

线上直播活动，自 2020 年 2 月初截至 3 月 15 日，线上直播互动活动接近 9 万场。 

 

 

快速扩张全国性经销网络，渠道建设完善。公司 2019 年在全国发展了 1800 多个经销商，

拥有终端零售网点达到 10.9 万多个，近三年复合增长率 23.4%。公司与母婴店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对于规模较大的母婴店（如孩子王和爱婴岛），还投放专门的资源发展和加

强关系，务求缩小与终端消费者的差距。公司的单层分销系统（经销商直接向零售商销

售产品）、管理良好的全国性分销网络和母婴店的高渗透率为其赢得渠道竞争优势。此

外，公司的条码扫描功能可精准追踪经销商的库存，从而避免库存积压以确保产品质量，

一般保持库存与销售比率 1.5~2 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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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母婴店和线上渠道市占率快速提升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东莞证券研究所 

 

产能将大幅提高，支撑业绩高增长势头。截至 2019 年底公司拥有婴幼儿配方奶粉厂房 5

个，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东厂房、甘南厂房、龙江厂房、泰来厂房，及吉林省白城

市镇赉厂房，年产能约 11 万吨。目前吉林厂房及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厂房在建，以

及克东厂房及龙江厂房正在扩建。以上厂房全部投产后年产能将达 24 万吨，即 2020-2021

年产能将翻番。其中拥有羊奶婴幼儿配方奶粉年产能 4 万吨（泰来厂房和金斯顿厂房各

2 万吨），预计羊奶粉业务将于明年贡献收入。 

表6：飞鹤婴幼儿配方奶粉产能分布概况 

厂房 投产年份 奶粉设计年产能（万吨） 主要产品 

克东厂房 2004 年 1.2 婴幼儿配方奶粉；液态奶 

甘南厂房 2008 年 4.56 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 

龙江厂房 2014 年 2.8 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 

飞鹤镇赉厂房 2015 年 0.72 婴幼儿配方奶粉 

泰来厂房 2019 年 2 羊奶婴幼儿配方奶粉 

吉林厂房 预计 2020H1 2 婴幼儿配方奶粉 

金斯顿厂房 预计 2020H1 4 牛奶和羊奶婴幼儿配方奶粉 

克东厂房扩建 预计 2020H1 4 婴幼儿配方奶粉 

龙江厂房扩建 预计 2021H1 3.1 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 

合计产能： 24.38  

资料来源：飞鹤招股说明书，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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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险提示 

奶粉安全风险； 

市场需求下降风险； 

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 

市场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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