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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升果汁
失望关键词 烂果榨汁

失望指数：★★★★★
上榜理由：
2018 年 10 月，港股上市公司

海升果汁旗下青岛工厂被曝收购
2毛钱一斤的腐烂变质水果榨汁，
其生产线上的苹果几乎都不符合
公司合格原料果标准。

对此，海升果汁于 2018 年 10
月16日、17日在官网连续发布通
告称，青岛工厂确实存在原料问
题，集团已责令青岛工厂对相关
产品进行隔离，严格追溯不合格
产品，坚决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
市场，整顿原料采购渠道。青岛
工厂总经理及相关管理成员被免
除职务，配合调查。与此同时，个
别超市主动下架了海升果汁旗下
的“清谷田园”系列饮品。

而早在2013年9月就有媒体
称，海升果汁等品牌向果农收购
没成熟之前就跌落的水果，甚至
是腐烂变质的水果，用来制作果
汁及浓缩果汁产品，后涉事企业
因安徽省食药监局送检样本未检
出问题而恢复生产。

业内人士指出，食安问题是
食品企业的命脉，一旦失守便难
收复。海升果汁如果放松对产品
质量的把控，失去的不仅是消费
者的信赖和国内市场，其在国际
市场的形象也将受挫。

烟台完达山
失望关键词 债务危机

失望指数：★★★★★
上榜理由：
2018年11月16日，烟台完达

山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突然向2万名订奶户发送停奶通
知，随后经销商、供应商、生产工
人多次上门讨债无果，由此揭开
烟台完达山债务危机的冰山一
角。烟台完达山资金链断裂早有
预兆，至今仍未恢复生产。除牟
平经济开发区政府协调解决的
240万元订奶款外，烟台完达山还
拖欠生产员工、日配员工、经销
商、供应商等债务近1亿元。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
限公司子公司完达山林海液奶有
限公司持有烟台完达山 20%股
份。完达山乳业对此回应记者
称，否认向烟台完达山出租品牌，
烟台完达山仅是过渡期内暂时使
用“完达山”品牌，目前公司不能
直接接手烟台完达山。

不过从股权变更和经销商、
供应商口述情况来看，烟台完达
山实则是完达山乳业子公司国企
混改的产物，历史上曾与完达山乳
业是同一董事长。无论当初完达
山乳业是顺应混改潮流引入民资，
还是仅以品牌入股做甩手掌柜，其
在用“完达山”品牌为烟台完达山
市场背书的同时，就应意识到由此
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品牌一损俱
损的大前提下，完达山乳业与烟台
完达山之间究竟是品牌租赁还是
临时授权，已不再重要。

皇台酒业
失望关键词 濒临退市

失望指数：★★★★★
上榜理由：
皇台酒业的不利，似乎从库

存酒“失踪”起就奠定了一整年的
基调。2018 年 2 月 8 日皇台酒业
公告称，发现成品酒存在库亏约
6700 万元的严重问题后，在对亏
库原因调查时发现相关人员涉嫌
严重经济犯罪的线索，涉案金额
总计高达亿元以上。而这笔库亏
将被全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对

皇台酒业2017年度业绩产生较大
影响。

2018年皇台酒业还卷入多起
诉讼纠纷，共收到60余份民事判
决书；曾经信心满满涉足幼教领
域，却因上市公司禁投盈利性幼
儿园新政而裹足不前；本为“保
壳”制定的葡萄酒资产出售方案，
却因身为受让方的控股股东上海
厚丰未能按时付款而前功尽弃。

“南有茅台，北有皇台”，作为
比贵州茅台还早一年登陆资本市
场的白酒上市公司，皇台酒业在
经历 2016 年、2017 年连续亏损的
情况下，已第4次走到退市边缘。
皇台酒业在 2018 年三季报中表
示，皇台酒业时任董事长卢鸿毅
等人涉嫌侵占和掏空上市公司资
产的犯罪行为，给公司带来极大
伤害，造成公司资金严重不足，涉
诉案件众多，产品价格倒挂，销量
萎缩。同时，急需的流动资金数
额较大且迟迟不到位，新品上市
节奏放缓，处于亏损状况。

a2奶粉
失望关键词 违规宣传

失望指数：★★★★
上榜理由：
2018 年 7 月 20 日，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通报称，新西兰网红代
购奶粉品牌a2的中国全资子公司
因使用艺人胡可未满10周岁的儿
子进行宣传代言，违反广告法，被
上海市工商局检查总队罚款10万
元。

然而，此次风波并未因 a2 公
司的“认罚”而平息。业内普遍关
注到它另外一些带有“诋毁”性质
的宣传——称普通牛奶的 A1 型
蛋白可能引起肠道不适，A2型蛋
白能避免，且非常稀有。对此多
位专家及权威组织均提出过质
疑。早在2009年欧盟食品安全局
报告就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
明A1型蛋白可能导致糖尿病、心
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影
响。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管理局
也否定了 a2 牛奶公司提出的“普
通牛奶必须注明健康警告信息”
这一申请。

a2牛奶公司还先后资助多个
研究项目，以证明普通牛奶中A1
型蛋白才是引起饮奶不适的原
因。但记者发现，参与研究资助
实验的专家们也认为实验结果还
需更多佐证，尚得不出肯定结
论。在多家乳企入局 A2 牛奶市
场后，业内开始关注 a2 公司在中
国市场的“一手好牌”究竟能打多
久。

地球港
失望关键词 停业关店

失望指数：★★★★
上榜理由：
自2018年11月起，集精品食

饮超市、高端体验餐厅、优质IP内
容为一体的新零售商业品牌地球
港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门店全停
业。

2018年1月，地球港首家门店
在北京六里桥开业，被视为“新零
售赛道第三股力量”的地球港在
2018 年 8 月宣布完成 Pre-A 轮融
资，投后估值达10亿元，称将超速
布局“未来零售”。据了解，地球
港停业与控股股东复华控股陷入
资金危机有关。

地球港倒闭的困境并非个
例。2018 年以来，新零售行业迎
来爆发期，巨头纷纷入局。相关
数据显示，仅2018年1-8月，便利
店行业就有近60起融资事件。同
时伴随行业洗牌加剧，多个便利
店相继因资金问题倒下；因持续
亏损带来业绩压力，苏宁小店、永
辉云创相继被剥离上市公司，其
中永辉新零售业务累计亏损近10
亿元。如何保证在快速扩张的同
时，具备强大的资金储备和盈利
能力，是新零售行业面临的普遍
问题。

盒马鲜生
失望关键词 食安隐患

失望指数：★★★★
上榜理由：
作为新零售范本的盒马鲜生

在2018年发生篡改食品标签生产
日期、所售水产兽药不合格等问
题，引发消费者信任危机。

2018年11月15日，一消费者
在盒马鲜生上海大宁店挑选蔬菜
时，看到工作人员更换了胡萝卜
外包装的日期标签。11月16日，
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对涉事
门店进行检查，确认该门店更换
标签进货日期一事属实，要求对
该门店 3 批次 180 盒涉事产品下
架封存并立案调查。

盒马方面随即对全国门店开
展自查。11 月 21 日，盒马鲜生
CEO侯毅通过微博公开道歉，宣
布就地免去盒马鲜生上海区总经
理职务。

“标签门”过去不久，2018 年
12月11日，广东省深圳盒马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第一分公司又
因销售的一批次鲫鱼恩诺沙星不
合格，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

自 2016 年 1 月开业至今，盒

马鲜生门店数量已突破 100 家。
如何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严控管理
水平和产品质量，是盒马鲜生亟
待解决的问题。

金锣集团
失望关键词 经销商纠纷

失望指数：★★★
上榜理由：
2018 年 10 月，两位金锣前经

销商向记者爆料称，金锣集团自
2016 年起拖欠其垫付费用，分别
为80余万元、100余万元。10月4
日，金锣集团公开声称涉事经销
商“无理取闹”，所有费用已结
清。10月17日，在金锣集团总部，
金锣集团方面与经销商再协商，
认为其中一位经销商费用已结
算，而对另一位经销商的部分费
用表示认可。最终，双方签署和
解协议，金锣集团支付了经销商
的相关费用。

早在 2015 年 3 月，沈阳地区
60余家金锣冷鲜肉专卖店加盟店
就以加盟商协会名义发出公开
信，要求金锣集团对肉类供应返
利标准参差不齐、返利点莫名降
低并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作出解
释。

而近年来，金锣火腿屡现的
食品安全问题也被经销商和消费
者所诟病，2015 年的“瘦肉精”危
机更让其生猪代养等经营模式深
受质疑。

业内认为，金锣集团爆出的
与经销商存在垫资纠纷，凸显其
内部管控问题。同时，金锣集团
与双汇的差距一直在扩大，在高
温与中低温产品线上面临双汇的
全面压力。

呷哺呷哺
失望关键词 换装涨价

失望指数：★★★
上榜理由：
2018年7月，记者走访发现，

以“高性价比”著称的呷哺呷哺台
式小火锅逐步进行门店升级，越
来越多的吧台式座位被餐桌取
代。除增设小料台和手摇茶以
外，呷哺呷哺的菜品种类并未扩
充，甚至在减少主食赠送的同时
还提升了客单价。

大众点评显示，呷哺呷哺北
京地区多家门店的人均消费金额
在60元以上，多位消费者直言其
人均消费已接近80元。也有消费
者吐槽呷哺呷哺门店升级后越来
越像其高端品牌“凑凑”，但菜品
和服务却还是老样子。

呷哺呷哺定位台式单人快餐
小火锅，2014 年港股上市。年报
显示，呷哺呷哺近3年净利润增幅
放缓，门店翻台率也由 2016 年的
3.4降至2017年的3.3。2017年呷
哺呷哺还关闭了35家门店。

在餐饮连锁品牌战略顾问王
冬明看来，呷哺呷哺的升级是被

“逼”出来的。客流量的减少，房
租、人工等成本的提升使呷哺呷哺
不得不变。业内分析，呷哺呷哺快
餐化定位在消费者心中根深蒂固，
且在产品和服务上尚待改进，升级
门店对凑凑的模仿既体现其自身
定位的不清晰，也使其慢慢失去了

“单人小火锅”的特色。

加多宝
失望关键词 纷争不断

失望指数：★★★
上榜理由：
2018年是加多宝充满戏剧性

的一年。从3月中旬总裁、副总经
理的“被离职”，到提出3年上市目
标；从与中粮包装、奥瑞金的“恩
断义绝”，到卷入中弘股份的重组
事件，风波中的加多宝会摇摇欲
坠还是涅槃重生，仍难下定论。

2018 年第二季度，中粮包装
因加多宝未按约定向清远加多宝
草本注入商标，向香港国际仲裁
中心提起仲裁，随后决定停止向
加多宝供罐。同为供罐商的奥瑞
金也发公告督促加多宝按照条款
约定执行。

6月15日，加多宝集团总裁李
春林宣布对红罐加多宝恢复上
市，并做了这样的规划：“奋战 45
天，做到有凉茶的地方，必须有加
多宝，有加多宝的地方必须有红
罐与金罐。”但从6月-10月，由于
各方原因，加多宝的产能未能有
效组织起来，导致红罐产品上市
遇阻。

2018 年 8 月 27 日，中弘股份
在公告加多宝集团、前海银谊资
本将对中弘进行债务重组时，对
外公布了加多宝2015年-2017年

“惨烈”业绩数据，很快遭到加多
宝的否认。最终，这场重组“罗生
门”以中弘股份的退市而告终。

中国圣牧
失望关键词 战略收缩

失望指数：★★★
上榜理由：
2018 年 9 月 10 日，中国圣牧

宣布对部分认证届满的牧场不再
申请有机认证。事实上，圣牧有
机原料奶的售价早在2017年就已
大幅下降，2018 年上半年甚至出
现部分有机原料奶以非有机价格
出售的情况。中国圣牧的有机战
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早在2014年中国圣牧登上资
本市场之初，就立下 3 年增加 18
座有机牧场、有机奶牛数量增至
12万头的雄伟目标。但受市场需
求疲软、奶价下行等影响，中国圣
牧自2017年以来陷入巨亏。

2018年12月24日，中国圣牧
以3.03亿元的总价向蒙牛出售下
游子公司内蒙古圣牧高科奶业
51%股权，并需将所有乳制品业务
链及相关资产转让给交易标的。
中国圣牧将下游液奶“包袱”甩给
蒙牛运营的意图十分明显。

业内认为，中国圣牧的有机
布局是在资本驱动下完成的，并
非市场推动。受地理位置、市场
需求等影响，圣牧的高成本原奶
与国际奶价相比没有优势，其自
有液奶产品此前一味打折促销
也损害了有机奶的高端品牌形
象。

本报综合消息

盘点2018年十大“失望之食”
回望 2018 年，食品行

业里，新茶饮、新零售在蓬
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食
安隐患、资金链断裂等“意
外”状况；传统企业或求新
求变，或摇摇欲坠，或难以
为继。

盘点 2018 年十大“失
望之食”：海升果汁、a2 奶
粉、盒马鲜生因食安问题遭
遇信任危机，加多宝争纷不
断、摇摇欲坠，完达山、金锣
分别遭遇债务危机和经销
商纠纷，品牌形象受损……
这些企业在承担自身内控
不严、发展不顺后果的同
时，也警示着后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