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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在本届糖酒
会酒店展现场， 十余家茶叶
企业集中在茶叶专业展区亮
相。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 一家来自四川的黑茶
企业展示的茶饼原叶舒展开
来如一片嫩树叶， 吸引了不
少参展观众的围观。

“一般的黑茶茶饼，采用
大叶型或小叶型进行压制，
而我们的黑茶是采用的中
叶型， 所以叶片看起来和日
常见到的有所不同， 会感觉
有点新奇。” 四川木叶心茶
叶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特意带来了原叶，就
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参展
观众了解到四川黑茶的独特
之处。

除了传统的福建白茶，此
次展会上也出现了产自贵州梵
净山的高山白茶。在展会现场，
记者了解到，白茶属于“低温敏
感型”茶叶，采摘期为清明节前
的20天左右， 其氨基酸含量为
普通绿茶的2-3倍。

湖南常名庄茶业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罗艳红介绍， 常名
庄的茶叶种植园位于贵州海拔
1000米以上的高山， 外包物理
除虫和人工除草的种植模式是
其最大的特点，“此次为首次在
展会亮相。”

近年来， 随着茶品类的细
分， 除了一直大热的绿茶、普
洱、黑茶，过去在市场上鲜有耳
闻的如白茶、 黄茶等也开始崛
起，加大了产品推广力度。 10月25日，被视为年度食品

行业风向标的秋季全国糖酒会
（以下简称“秋糖”）在长沙举行，
吸引数千家海内外食品饮料企业
参展。 三湘都市报记者实地探访
发现，曾随处可见的商品广告、游
街推介、花式促销似乎不再流行，
更多的食品企业选择在包装、定
位和渠道上呈现年轻化趋势，意
图讨好90后。

95后参与设计包装
扎堆上新品

一直以来，秋糖被企业认作是
增加品牌知名度、曝光度的机会。在
湖南省翻天娃食品有限公司展位
内， 悬挂了神厨四宝5201系列、盒
装魔性豆皮等新产品，吸引了不少
前来洽谈的经销商与采购商。

据了解，为迎合年轻人喜好，
翻天娃邀请95后设计师参与新包
装设计，新包装除使用薄荷绿、藕
粉等清新颜色外， 还在包装上加
印“PICKME”网络流行语，与之
相匹配的手绘小白鞋、帆布袋、滑
板等周边产品也同步亮相。

据不完全统计， 在本届秋糖
期间，长沙长龙食品有限公司、武
汉旭中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超
20家食品企业推出辣条、 煎饼等
休闲食品。 长沙市馋大嘴食品有
限公司负责人介绍，11月，品牌将
推出化妆盒、化妆镜、眼影盒造型
的包装辣条，“满足一个女吃货的
味蕾和少女心”。

发力电商和社区团购
抓住年轻消费者

业内人士透露， 酒店展是秋

糖时期休闲食品主阵地，“会展主
要是展示品牌形象，接待经销商，
告诉他们品牌还活着。”10月26
日中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州贤
哥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将展位
产品撤走， 解释称品牌布展的主
要目的是展示，并非签单。

同时， 盐津铺子将在糖酒会
期间举行答谢会，邀请全国400多
个经销商做客。未来3年，该品牌
将重点打造休闲食品和“短保”烘
焙食品两大品类， 争取实现年销
售额双双突破20亿元的目标。

近两年， 食品企业将销售重
心转入社区团购和互联网电商平
台。如翻天娃于2017年开设天猫
店， 目前店铺销量第一的素面筋
累计销量已超过13万件； 大师兄
泡泡干、 靖港古镇毛毛鱼则通过
社区店、社区团购打开市场。

燕窝放下身段
飞入寻常百姓家

记者注意到，今年糖酒会上，
“燕窝+”饮料取代往年的清淡饮
料和植物蛋白饮料， 成为行业新
宠。“泡小燕” 燕窝饮是60秒冲泡
型速食燕窝，并通过综艺《亲爱的
客栈》 打响知名度；“华人爱燕窝
饮”使用半盏燕窝酸概念，以每罐
10元的价格打破消费者对高价燕
窝的印象……

“在大众视野中，燕窝是高端
产品， 传统即食燕窝主打滋补功
能。”俞文清燕窝水品牌宣传负责
人李娇介绍， 品牌目标客户为22
岁-35岁的年轻女性， 从20日酒
店展到25日的会展， 已累计接待
经销商上万人次。

■记者 黄亚苹

据数据机构尼尔森
检测的线下70个快消品
销售数据显示， 今年以
来， 快消品整体均出现
了3%的增长，其中，食品
增长达4%， 而非食品增
长达1%。

一项值得关注的调
查显示， 有约66%的消
费者愿意为更天然的
成分多付钱，63%的消
费者愿意为结实耐用
多付钱， 而53%的消费
者愿意为先进的技术优
势多付钱。

尼尔森相关负责人
认为，在未来，让消费者
更健康、 拥有更便捷服
务的产品将成为快消
品发展的主旋律，“价
格的高低已不再是消
费者考虑的主要因素，
品质消费将成为未来发
展的主旋律。”

而来自本届糖酒会
的现场反馈也显示，市
场售价高达99元的300克
装黑龙江蜂蜜、 仅20条
便售价88元的冲调型花
茶蜂蜜以及高出市场普
通纯净水1至2元售价的
碱性水等产品， 都获得
较高的市场接受度，无
论是前往展台了解的观
展观众， 或者是在展会
现场的签约代理、 销售
成交数额， 都让前来参
展的厂商直呼“还不
错”、“挺满意”。

糖酒会新品受捧，都有哪些新卖点
时隔10年，全国糖酒交易会回归长沙，处处透露消费升级信号

食品企业搭秋糖快车
集体讨好90后

时隔十年， 全国糖酒会
再次回归星城。 在10月25日
至27日的第99届全国糖酒交
易会的展会展以及20日至23
日的糖酒会酒店展中， 除了
市场所熟知的各品类绿茶
外，来自贵州的高山白茶、四
川的中叶黑茶也首次亮相。

本届糖酒会处处透露着消费升级的市场信号，从蜂蜜、茶叶等主打健康
时尚的个性化新品种，到自动冲泡的咖啡机、茶饮自动冲泡贩卖机等智能“黑
科技”产品，都成了关注的焦点。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郑晨红

中叶黑茶、高山白茶纷纷亮相

采访中， 三湘都市报记
者发现，健康、方便和快捷成
为展会上诸多新品强调的卖
点。 而另一组行业数据则显
示， 在过去受到年轻人喜爱
的高糖、高热量的碳酸饮料，
也开始积极研发低糖产品，
以期挽回市场颓势。

在可口可乐公布的第二
季度财报中， 其整体饮料销
量实现增长。 而随着消费者
减少对碳酸饮料的摄入，可
口可乐针对细分消费需求，
推出了低糖、 无糖可乐以及
运动饮料。 可口可乐CEO表
示， 来自健怡可乐和零糖可
乐的增长弥补了经典可乐销

量的下滑。
在糖酒会现场， 蚂蚁农场

也推出了新品益生菌。 与其主
打品牌青汁不同的是， 益生菌
有调理肠道的功能。 展示人员
介绍， 益生菌是该品牌旗下首
次现身市场的产品，“反响很
好，十分受女性的欢迎，现货已
经基本售光。”

此外，还有不少企业主打
健康观念，例如，民生物产大
连贸易有限公司就推出了“爱
渴力”的弱碱性矿泉水；俞文
清燕窝水则在饮料中添加了
少量燕窝，增加饮料附加值之
外，也吸引更多爱美的女性消
费者关注。

更加注重健康概念的推动

快消行业稳步回暖
品质消费是主旋律

观察

▲展会现场，各类咖啡等冲调饮品。

▲消费者在展会现场试泡白茶。 记者 朱蓉 摄

新鲜

“以黑龙江的蜂蜜为基
底，加入蓝莓、玫瑰花等不
同种类的花茶，是专门针对
办 公 室 白 领 研 发 的 新 品
种。” 迎春黑蜂相关负责人
赵先生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除了传统罐装蜂蜜外，此
次带来参展的主要品种为便
利包装产品和针对女性饮用
习惯开发的新品， 以期望能
够找到合适的销售渠道 ，
“目前已经有数家企业有了
合作签约意向。”

湘茶集团也带来了“2分
钟即可冲一杯”的轻轻茶。据

记者了解， 近期推出的该款新
品采取低温萃取技术，将8克原
叶茶浓缩为1克“轻轻茶”。而这
款新品与目前茶叶市场上的主
要原叶产品最大的不同即为
“速溶”。

而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
解，加入更多科技元素，解决饮
品便捷性需求的如咖啡、 茶饮
自动冲泡贩卖机也开始出现在
市场上。如在阿波罗商业广场、
长沙音乐厅等地点， 咖啡之翼
咖啡自动售卖机、 易泡全民茶
饮机等能够实现便捷饮用的机
器也开始投放市场。

捎带“轻奢”风，冲泡更便捷 新品

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