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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市场“撕名牌” 瓶装水靠名称概念忽悠人时代将终结
2016年 1月 1日起，饮用水标

签标识新国标正式全面实施。 从此，
消费者买水将明明白白，市场上的瓶
装饮用水将只有天然矿泉水、纯净水
和其他饮用水 3 类，诸如矿物质水、
富氧水、冰川水、离子水等众多玩噱
头的“概念水”都将成为历史。

“概念水”被“撕名牌”
瓶装水陆续贴新标“大换脸”

2015 年 5 月 24 日，包装饮用
水新国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
用水》“出炉”。

新国标要求，包装饮用水的名称
应当真实、科学，不得以水以外的一
种或若干种成分来命名包装饮用水。
除了天然矿泉水有另行的国家标准
外，以后市场上的包装水只分为饮用
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两类，即不是纯
净水的就归结为其他饮用水。其中关
于水名称的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新国标颁布以来， 各大品牌陆续
“撕名牌”，贴新标。娃哈哈富氧水，更名
为“氧世界包装饮用水”,屈臣氏蒸馏

水、屈臣氏矿物质水，也已更名为“屈臣
氏饮用水”， 新包装产品自 2015 年
11月起陆续上架。 更早换上新名牌的
康师傅，旗下的矿物质水产品则更名为

“康师傅优悦包装饮用水”。

水“酸碱度”概念营销被戳穿
新国标删除 PH值

“新国标生效后，打擦边球玩
噱头的水将会逐步消失， 企业不
是变换名称就是自行退出市场。 ”
《中国居民饮水指南》编委会副主
任孟繁森说。

资深行业专家肖竹青认为，
之前某些水企利用消费者信息不
对称大玩概念营销， 而新国标的
出台将还消费者知情权， 使瓶装
水行业品名和种类过多、 过乱的
现象得到遏制。

不过，笔者走访发现，目前市
场还有许多品牌的蒸馏水、 苏打
水、 冰川水在售， 按照新国标规
定，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生产
的水须符合新标准的规定， 而此
前生产的水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

期。 一旦届时还不纠正，消费者可
向有关部门投诉。

水企换“马甲”打概念需警惕
炒作“母婴水”售价贵过油

中国食品商务研究院研究员朱丹
蓬表示， 新标准让饮用水标准更加清
晰，对于水企的伪创新和水种乱象起到
抑制作用，但从目前一些企业更换的标
签来看，一些企业只是换了马甲，仍是
打概念。 同时，《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
也没有覆盖天然矿泉水，而一些天然矿
泉水也是概念牌的重灾区。

业内人士指出，饮用水企业争相
打出不同“概念”，就是以不同卖点抢
占市场，产品本身并无太大区别。 笔
者走访市场发现，超市货架上都摆有
不少售价不菲的瓶装水。比如某品牌
一款标注“适合婴幼儿”的饮用天然
水被摆放在醒目位置。该款水容量为
1L，售价竟为 9元，快赶上普通食用
油的价钱了。

笔者随机采访市民，多数消费者
对“概念水”表示反感，“名称神乎其
神，叫‘母婴水’，现在只要和母婴沾

边的钱都好赚，商家就是想方设法地
赚钱。”专家指出，儿童更不应该过多
喝各种“名头”的饮用水。

推新品、降价潮“水战”更凶猛
“信任经济”时代品牌价值更为重要

营销专家蒋军认为，新国标出台
的真正意义，是将打擦边球、借概念
炒作的搅局者赶出市场，这一块主要
是一些低端产品。而高端水仅讲概念
是不够的，通过水源地把价格炒高的
产品对消费者也没有说服力。

肖竹青也认为， 仅靠广告轰炸，
消费者并不买账，很多产品一直在渠
道里游流，很难被终端消费掉。

除了新国标这道“紧箍咒”，下滑
的经济形势和降速增长的行业环境，
也加速了行业洗牌。“2015 年，重点
企业下滑并两极分化，中国饮料行业
将迎来发展过程的转型和升级。 ”中
国饮料工业协会理事长赵亚利指出。
令人吃惊的是，从数据上看，两极分
化明显。 比如，近年来一直高歌猛进
的华润怡宝，今年依旧逆市上扬。 根
据其母公司华润创业 2015 年上半

年报显示，其上半年饮品总销量较上
年同期上升 23.5%至约 3，978，000
千升， 并称上升“主要是‘怡宝 C’
estbon’ 纯净水销量增长迅速所
致。 ”

业内分析，作为国内最早专业化
生产包装饮用水的企业之一，华润怡
宝在水行业深耕 30 年，从位于华南
一 隅 实 现 全 国 拓 展 ， 创 造
2011-2014 年营业额复合增长率高
达 45%的现象， 近年来逆市增长现
象引起了行业关注。

“靠概念炒作、给经销商高利润
和渠道高回扣的所谓高端产品，都将
受新国标影响，可能被淘汰出局。 未
来竞争将更多地体现在品牌价值
上。”朱丹蓬认为，经过五六年的市场
洗礼，水企开始回归到正常的毛利水
平，扎扎实实做品牌做市场成为其经
营理念，能够做好这一点，自然会获
得市场回报。

互联网时代就是“信任经济”时
代， 水行业将逐渐告别“玩概念”营
销，应该聚焦如何提高消费者对品牌
的忠诚度，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
感，才能形成自己的市场优势。

文 陆青铮

周末去哪儿？逛街，吃饭，看
电影，还是KTV？其实你还可以
有更多选择。

学茶道花道、 动手做手工香
皂，做陶艺、学烘焙，甚至于组团
去玩卡丁车、射箭……当下，越来
越多的商家盯上这块周末商机，
一大批APP也正试图将这些玩乐
机会都整合到平台上来。

通过APP，你只要点击搜索，
就能找到你身边的、 隐藏于长沙
街头巷尾的各类好玩活动。 比如
零基础彩铅课、巴西柔术体验、走
进印象派展览、 吉他交流会等特
色活动。

专搜街头巷尾趣玩APP来袭

最近， 一些专门搜罗城市特
色活动的APP开始出现， 记者在
苹果APPstore应用平台，以“周
末”为关键词搜索，就有近十个相
关的APP。包括周末去哪儿、过周
末、度周末、发现周末等等。

另外，还有多聚、走起等几个
比较有名的专搜街头巷尾趣玩的
APP，记者发现，仅在“多聚”APP
上，1月15日当天就有120多个长
沙本土活动上线。从艺术到体育、

从创业到旅行、 从手工创作到茶
道花道各类活动层出不穷。

虽然一些APP并没有打出
“周末”旗号，但多位相关负责人
透露，每当周四、周五，APP的用
户登录数量、预订量会明显增加，
“周末效应”比较明显。

记者下载了多款相关APP后
发现，其功能各有不同，但活动、
社交、旅游等仍是重头戏。

未来如何守住阵地是关键

此类看准周末商机的APP大
多出现在2014年至2015年，且多
数都有资本的介入。

“这些APP平台基本分为两
类，一类是信息聚合平台，另一类
是自己也组织活动， 靠活动差价
实现盈利。” 一位创投界人士表
示， 无论是哪一类都有一定的价
值， 就是解决了消费者周末去哪
里玩的问题，但也都有劣势，就是
直面和大平台的竞争。

现在，有2%的APP占据了用
户98%的使用时间， 这对APP创
业者来说，是个很残酷的现实。因
此， 未来如何守住现有阵地是关
键。

1月15日， 湖南省黑茶商
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长沙召
开，这标志着我省黑茶产业正
式结盟， 并完成省级平台组
建，将推动我省黑茶产业走向

规模化、品牌化。本次会议选
举湖南省润和茶业集团董事
长陈社行为黑茶商会首任会
长，湖南省怡清源茶业有限公
司、湖南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建玲实业有限公
司、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等
单位负责人当选为副会长，章
涌任商会秘书长。

■章勇 潘海涛

周末去哪玩？学陶艺、看印象派展览、还是邂逅另一个自己？

“周末”APP�专搜街头巷尾趣玩

从在线旅游行业中细分出来了以“周末”为场景切入的 APP，引起
周末市场的蝴蝶效应：周末市场逐渐被资本市场关注，类似农家乐、手
工DIY、艺术交流等民俗、实业以及创意产业的投资也越来越多。

移动互联网的先天优势与“周末” 休闲生活的轻决策属性不谋而
合，一般用户不会有太多的行前查询资料、做攻略等行为，真的是能做
到说走就走，所以天然适合移动端去做，随时随地能够完成交易。

不过，“发现新的生活方式”是懒人周末的定位，而休闲生活的本质
既要追求接地气，又要追求惊喜和独特。这一定位清晰地与传统的团购
网站和旅游网站进行了区分，既不是粗暴的价格驱动用户消费，也不是
简单的吃喝玩乐先行。“因此，无论是社交、旅游还是创意产业，接地气
的场景创新，才是周末经济的核心所在。” ■记者 蔡平 综合整理

周末经济创新也需接地气

国务院日前印发《推进普
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普
惠金融的实施战略。 专家表
示，这将推动金融向“小而美”
发展，让金融更多“惠”入平常
百姓家。

《规划》强调，到2020年，
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
障体系， 特别是要让小微企
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
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
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
金融服务，使我国普惠金融发
展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

《规划》提出，鼓励大型银

行加快建设小微企业专营机
构； 要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
村村有服务，乡镇一级基本实
现银行物理网点和保险服务
全覆盖；鼓励银行机构和非银

行支付机构面向农村地区提
供安全、 可靠的网上支付、手
机支付等服务；支持有关银行
机构在乡村布放POS机、自动
柜员机等各类机具等。

省黑茶商会举办第一次会员大会

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

支持银行在乡村布放POS机、自动柜员机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提高普惠
金融水平，应当注重‘双轮驱动’，发挥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等新
型金融机构的合力。互联网金融机构天生带有‘草根’特性，生来就
是为‘草根’阶层服务的。而传统金融机构在各种竞争压力下，也在
积极推动网点和服务下沉。”

“《规划》提出到2020年，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于国际中上
游水平。这个目标对金融服务的覆盖率、机具布放的数量、单个人均
或者区域金融服务的次数都有一定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重点应放在
中低收入人群和中西部地区等金融服务比较弱的地方。”郭田勇说。

1月15日，固安兴芦现
代农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在
生产车间加工老北京炸酱
面。

河北固安兴芦现代农
业合作社在发展现代农业
的基础上，走高端产品、高
附加值路线， 从事冷链食
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在全
低温环境下对新鲜食品进
行加工、 包装、 运输和销
售， 并直接用冷藏车送到
消费者手中。 新华社 图

重点应放在金融服务较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