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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 A+认证为中国优质优价奶粉背书：不仅优价更是优质
日前，君乐宝在全球婴幼儿奶粉

中第一个通过了食品安全全球标准
BRC 的 A+ 级认证。 作为中国优质
优价奶粉的开创者，君乐宝奶粉此次
荣获 BRC� A+认证， 向市场和消费
者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心，即中国优质
优价奶粉除了优价，更有全球一流的
品质保障。

这已经是君乐宝奶粉第二次通过
BRC的权威认证。 BRC全球食品技
术 标 准 (BRC� Food� Technical�
Standard)，是国际公认的食品规范，在
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地区以及美国
都被广泛应用。 通过 BRC认证意味
着已获得欧盟认可，拿到了进军欧盟
市场的通行证。 BRC 认证之所以被
广泛推崇， 因为 BRC认证注重对厂
商的生产体系进行全面考核。全球许
多知名企业都将 BRC认证作为重要

而权威的第三方监管。
A+认证则是 BRC 的

顶级认证。 目前全球婴幼
儿奶粉中， 只有君乐宝奶
粉通过了 A+ 级认证。 这
正是君乐宝奶粉再次震动
业界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
来，BRC� A 级认证是预约
通知审核。 要想提升至最
高级 A+ 级认证， 企业必
须在不确定的突击审核
中， 始终达到相应严苛指
标。 一旦在一次突击审核
中未达到标准， 企业的认
证资格就将被取消。 从 A
到 A+， 一个加号的区别，
彰显的是企业质量把控体
系的成熟、 始终如一的品控实力，以
及持续遵守 BRC标准的能力。

这是继价格之后，中国优质优价
奶粉向高价格、高费用、高利润的“三

高”奶粉又发起的一轮猛
烈的品质攻势。“三高”奶
粉在中国市场上苦心经
营多年的“高价格等于高
品质， 低价格等于低品
质”的营销逻辑已被证明
是个伪逻辑。 一切以价格
将奶粉划分成三六九等
的行为， 都是概念营销，
是对中国消费者的最大
误导。

这轮品质攻势将进
一步瓦解“三高”奶粉在
中国市场上的优势，以

“高价高端高品质” 逻辑
绑架中国消费者心理的
手法将难以为继。 事实

上，“三高” 奶粉的颓势已经非常明
显。 原本一向价格坚挺的“三高”奶

粉，如今也都纷纷主动或被动的加入
了中国奶粉的降价潮。

中国奶粉市场需要回归理性，
有物美价廉、值得信赖的奶粉可选
是每一个中国家庭的心声。 而只
有竞争、充分的竞争，才能推动市
场调整回归理性，最终让消费者受
益。 面对已被“三高”奶粉把持已
久的中国市场，新兴的中国优质优
价奶粉新阵营将是调节市场的一
股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君乐宝奶
粉上市以来带来的一系列连锁效
应，已经让中国市场奶粉价格下降
了 20%，累积为中国消费者节约了
200 亿的奶粉钱。 而君乐宝奶粉事
业部总经理刘森淼表示，行业价格
还有下降空间， 希望能再降 30%，
降到 50%。

（付小缓）

SGS（瑞士通用标准公证行）亚太区项目负责人 Simon� Draeger 向
君乐宝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刘森淼颁发奶粉界首个 BRC� A+ 认证证书

吃西瓜、吃烧烤、喝冰饮
……

天气预报显示， 长沙本
周最高温稳定在35摄氏度。
虽然高温难耐， 长沙的吃货
们却格外亢奋， 似乎迎来了
一个理所当然的狂欢季。

夏天来了， 一些街边小
生意开始持续火爆。 与往年
大个的黑皮西瓜、 沙漠瓜热
销不同，今年的“小个”品种
似乎更受青睐。 而“越热越
火”的烧烤摊上，生蚝的销量
直线上升， 一天最多能卖
5000个，十分惊人。

小个西瓜成主角

7月28日傍晚，刘老板和
他的妻子从郴州拉了一车沙
漠瓜在福园西路某小区售
卖。“下午4点多就过来了，但
买的人不多。”刘老板说，每斤
1.5元，个头大的有快20斤，不
太好卖。

而与他相隔不远处的几
个水果摊贩生意却挺不错，
小三轮货车上的西瓜已经所
剩不多，西瓜个头均偏小，论
个出售。“5块钱一个，20块5
个。” 其中一家摊主介绍，自
己今天推来的十来箱西瓜已

经所剩不多。
在芙蓉南路上某小区的

水果店则只有小个西瓜，往
年畅销的黑皮西瓜和沙漠瓜
均难觅踪影。“沙漠瓜普遍偏
大， 即使是切开出售也很难
销， 但是小个子的西瓜就比
较受欢迎， 所以不进大个西
瓜了。”店主如是说。

一旁正在挑选西瓜的娭
毑说，家里一共5口人，买小
个西瓜能一次吃完挺好，大
个的皮厚而且一次基本吃不
完，扔掉太浪费了。

据竹山园附近一家水果
批发店的老板介绍， 往年黑
皮西瓜因为无籽价格又便
宜，所以卖得很好，但是今年
以来不断有报道称西瓜切开
不能久放， 容易滋生细菌不
利于身体健康， 这导致很多
顾客不再愿意购买大个西
瓜， 一般3至5斤的小个西瓜
比较受欢迎， 去年销路一般
的品种蜜童成了今年瓜市的
“赢家”。

夏日三宝：KTV啤酒烧烤

在湘江中路的雅泰花园
小区入口， 王爹爹摆摊卖臭
豆腐已经有些日子了。 他告

诉记者，气温升高以后，臭豆
腐和凉粉的生意好起来，往
常一天卖100片左右，现在生
意好的时候能卖到200片。

然而， 这还不算生意最
好的。入夏以后，中山亭附近
的一家生蚝烧烤店上周末卖
出了5000个左右的惊人销
量。“从下午4点卖到凌晨2
点，主做的就是夜宵生意，上
周末能卖到4000至5000个，
最近也有3000个的销量。”店
主王老板介绍，入夏以后生意
好到“难以想象”。这家只有16
平方米的小店，生蚝价格相对
便宜，4个10元，25元可买12
个。同时，啤酒销量也大增。

恰逢暑期，KTV的消费
也进入高峰。“上周末， 和几
个朋友去唱歌， 先到新麦克
再到温莎， 中小包厢全部订
满，几乎是‘不预订就没歌可
以唱’。” 大三学生李同学如
是说。7月28日， 记者对长沙
市主要KTV进行了走访，包
括酷琪、水晶石、萤火、乐皇、
普乐迪等KTV均表示目前生
意进入旺季， 无论是团购还
是直接到店消费， 都需要提
前预订，否则很可能碰上“没
包厢可以用”的情况。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王卓琳

■记者 梁兴 实习生 肖奇艳 李奕奕
7月29日，湖南省旅游饭店协会发布

2015年上半年旅游饭店经营统计数据 。
湖南省1-6月参与统计的饭店平均营业
总收入为2042万元， 同比上升6.58%。其
中酒店其他副业收入351万元，较去年同
期239万同比上升了46.86%。 2015年上
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的经营数据占比略
有差异， 饭店餐饮收入比与客房收入比
之间的差距增大。2014年上半年两者之
间 的 差 距 为 3.51% ，2015 年 增 大 至
4.81%。

湖南省旅游饭店协会秘书长陈伏姣
表示， 客房收入和餐饮收入占总营收比
均呈下降，除了市场原因，也与酒店资源
整合、结构性调整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而
其他收入同比上升幅度较大， 说明依托
过去形成的良好的口碑和服务， 饭店的
多种经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受经济低迷影响，主业收入不景气

数据1：客房、餐饮收入微增
湖南省2015年1-6月参与统计的饭

店平均营业总收入为2042万元， 同比
2014年1-6月的1916万元上升了6.58%。
其中客房收入797万元， 较去年同期
795.3万元上升0.2%，餐饮收入895万元，
较去年同期的882万元同比上升1.47%。

解读： 湖南省旅游饭店协会秘书长
陈伏姣表示，总体来看，2015年上半年湖
南饭店业各项经营数据同比均稳中有
升，市场基本稳定。但由于受经济增长放
缓和市场供需失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湖南旅游饭店市场仍面临着行业性经营
压力，尚不能完全走出低迷，尤其是湖南
省饭店业传统的大餐饮市场还处于缓慢
复苏阶段。
数据2：副业收入增近五成

湖南饭店上半年其他副业总收入为
351万元， 较去年同期239万同比上升了
46.86%。 占总营业收入比为17.19%，同
比上升4.72%。

解读：陈伏姣表示，收入构成的变化
和酒店其他副业收入爆发性的增长是近
期市场形势发生转变的结果， 也是各酒
店主动顺应市场， 调整产品结构和经营
方式，减少管理和人工成本的结果。
数据3：人工成本还在上升

2015年1-6月饭店平均食品成本率
为41.48%，同比降低了0.27%；平均酒水
成本率为40.94%，同比降低了0.19%；平
均人工成本率为34.48%， 同比提高了
2.63%；平均能耗成本率为13.21%，同比
提高了0.77%。

解读：陈伏姣表示，2015年我省饭店
行业平均人工成本率、 平均能耗成本率
均同比上升， 将给企业经营与盈利能力
带来一定程度的挑战。

上半年湖南酒店行业收入微增，中端酒店收入增幅最大，高、低端酒店低迷

酒店主业不景气，副业拉升业绩
中端酒店人气旺
消费者看中性价比

数据4：五星级饭店收入降
2015�年上半年湖南

五星级饭店平均营业总收
入为 4603�万元， 同比下
降了 0.5%。其中客房收入
同比下降了10.62%，餐饮
收入同比下降 0.78%，其
他 收 入 同 比 上 升 了
20.39%。

解读：陈伏姣表示，一
批新增高端酒店的陆续入
市， 对五星级饭店市场表
现形成压力。 上半年五星
级饭店客房出租率较同期
略有下降， 而平均房价和
单房收益则大幅下挫，说
明高端消费市场需求明显
不足。
数据5：四星饭店收入大增

上半年湖南四星级饭
店 平 均 营 业 总 收 入 为
1812�万元， 同比上升了
12.41%。其中客房收入同
比上升 9.03%， 餐饮收入
同比上升了 11.77%。

解读：陈伏姣表示，受
市场影响， 五星级酒店市
场份额转移和消费者对品
质消费需求个性化的影
响，中端（四星级）酒店市
场上半年表现优异。 可以
预期在未来的时间， 有品
牌、有品质、有特点的中端
（四星级） 酒店将大有可
为， 而中端市场的表现也
值得期待。
数据6：三星级饭店不景气

上半年湖南三星级饭
店平均营业总收入为 849�
万元，同比下降 1.28%。其
中客房收入同 比 下降
6.52%， 餐饮收入同比下
降13.6%，其他收入上升。

解读：陈伏姣表示，三
星级酒店市场出现下滑，
说明消费者对三星级酒店
性价比不满意。 三星级酒
店是我国饭店市场中较早
入市的一批酒店， 存在硬
件老化、产品同质、服务低
效等诸多问题。 三星级酒
店转型升级的步伐亟待加
快。

消费观察

高温当道，长沙市民爱吃啥？
西瓜“小个”更好卖，烧烤生蚝一天最多能卖5000个

高温天气里，小个头儿西瓜走俏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