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示

评 说

新闻1+1

NINGBO DAILY5 深度 2020年7月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国民

余姚榨菜在保持良好势头的同
时，也面临极为激烈的市场竞争。
尤其是重庆涪陵榨菜在深圳中小板
上市后，这种压力愈发明显。

笔者在超市发现，相同重量的
小包装榨菜，涪陵榨菜出品的乌江
榨菜比余姚产榨菜的价格高出 50%
左右。“涪陵榨菜上市后，品牌知
名度急剧提升，同时通过资本运
作，在营销方面的人才优势和资金
优势明显，这是我们不能比的。”
余姚市榨菜协会负责人说。

记者查阅年报发现，涪陵榨菜
2019 年实现营收 19.90 亿元，增长
3.93%，实现归母净利 6.05 亿元。
昨日收市后，涪陵榨菜的总市值已
达到 284.2 亿元，俨然一家消费食
品领域的巨无霸企业。

“以前，余姚榨菜和涪陵榨菜
的价格差不多，但涪陵榨菜上市
后，他们提价的频次比我们高，幅
度比我们大。”阮银福说。

品牌力突出，才具备行业定价
权。涪陵榨菜出品的乌江榨菜作为
目前行业的第一品牌，具备行业定
价权乃至溢价权。渤海证券的研究
报告指出，乌江榨菜的价格上涨，
一方面是由于上游原料价格上涨所
导致的被动提价，另一方面是由于
公司品牌力提升及下游消费者消费
力提升所带来的主动提价。

余姚榨菜在品牌提升上一直努
力着。多年来，余姚积极打造区域
公用品牌和企业名牌，塑造“余姚
榨菜”区域公用品牌形象，邀请著
名影视演员担任代言形象大使，先
后登记注册“余姚榨菜”原地产标

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
登记农产品。目前，“余姚榨菜”
品牌价值达 73.39 亿元，居浙江省
入围农产品品牌价值首位。

目前，余姚榨菜品牌中有中国
驰名商标 16 件、中国名牌 2 件、浙
江省著名商标 12 件、浙江名牌 8
件。余姚榨菜的知名品牌不可谓不
多，形成了一个豪华的品牌矩阵，
但就单一名牌，目前没有一个“种
子选手”可以和乌江榨菜相抗衡。
高达 73.39 亿元的品牌价值，如何
能享受溢价，体现在余姚榨菜的终
端价格上，这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余姚榨菜的龙头企业已经意识
到需要进一步加强品牌和渠道建
设。“在品牌力、产品力和渠道力
中，我们的产品和涪陵榨菜各有特
色，但在品牌力和渠道力方面，我
们还有差距。”余姚市乡下妹菜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俞小珍说。这些
年，“乡下妹”凭借包装上淳朴的
乡下妹形象而识别度大增，带动销
量的增长。

从目前看，榨菜还是朝阳行
业 ， 在 这 条 充 满 希 望 的 “ 赛 道 ”
上，余姚以产业链思维，力争抢占
发展先机。龙头企业正摩拳擦掌，
实施新一轮发展：备得福正研发新
的礼品榨菜，希望突破高端产品的

“天花板”，同时优化改组电商部
门，开启直播带货模式；铜钱桥正
优化渠道方案，以争取新的市场份
额。日前，喜讯传来，铜钱桥接到
了俄罗斯客商的订单，要求供应价
值 50 万元的榨菜制品，余姚榨菜
正阔步走出国门。

渠道和品牌
亟待突破“天花板”

重庆涪陵区正在实施 《榨菜产
业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2018- 2020
年）》，从产业布局、园区建设、
科技创新、改革突破、文化品牌
五个方面精准发力，加快推动榨
菜产业发展升级。该 《方案》 也
提出了以产业链思维探索榨菜产
业改革。

根据 《涪陵榨菜产业提升行动
方案 （2018-2020 年） 》，涪陵将
保障农民利益作为产业发展的立足
点，依托榨菜集团等龙头企业探索

“‘三变’+榨菜产业改革”模式，
建立“龙头企业+股份合作社+农
户”和“保底分红+务工收入+财

政投入资金股权化分红+盈利二次
分红”的利益连接机制。实施榨菜
产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
革，将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财政资金量化为村集体或者农户入
股合作社的股金，促进榨菜经营主
体、集体经济组织和青菜头种植户
三者间联产联业、联股联心。指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农村集体资
产清产核资、量化确权等工作，确
保合理评估资源价值、合理确定股
权比例、合理量化资产份额，进一
步盘活农村“三资”入股各类榨菜
经营主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何峰 整理）

涪陵实施
《榨菜产业提升行动方案》

在超市，相同重量的小包装榨
菜，涪陵榨菜出品的乌江榨菜比余
姚产榨菜的价格高出50%左右。余
姚一榨菜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余
姚榨菜无论是口感还是鲜脆，都是
在国内数一数二的，市场价格的不
同，体现的是品牌影响力的不同。
的确，这就是品牌的差异。有了品
牌，不仅销路有了，还能获得更高
的经济收益。

余姚榨菜有过辉煌，当年很受
市场欢迎，品牌影响力不亚于涪陵
榨菜，至今生产设备也是国内领
先。只不过，涪陵榨菜抓住了机
遇，通过资本运作，成功登陆 A
股，同时利用资本市场筹集到的资
金优势，在人才引进、营销渠道上
发力，进一步做大了品牌，拉开了
与余姚榨菜的品牌差距。这几年，
余姚榨菜在品牌建设上也努力着，
除了“备得福”“铜钱桥”两个老
品牌外，“乡下妹”等品牌影响力
也不断提升。尽管如此，余姚榨菜
在国内跟涪陵榨菜相比还是有明显

的品牌差距，更没有一个像乌江榨
菜这样的龙头企业。

在我看来，余姚榨菜还需要进
一步强化品牌意识。前一段时间随
记者走访了几家余姚榨菜企业，总
的感觉是企业负责人知道品牌的重
要性，但在打响自己的品牌上用力
不够、措施不多。比如，在自己产
品进入零食连锁企业上，首先想到
的是“利润很薄”，而不是从扩大
品牌影响力来考虑；现在是互联网
经济时代，但打开淘宝天猫，输入

“榨菜”，几乎是涪陵榨菜一统天
下，很少看到余姚榨菜的影子；至
于当下很火的“网红经济”，余姚
榨菜也极少涉及。

当然，品牌要获得足够的认同
和影响力，最终依靠的还是产品的
质量与信誉。这方面，余姚榨菜有
足够的底气，现在缺少的是一个有
实力的龙头企业来带领做强做大余
姚榨菜品牌，而这需要政府的扶持
和企业自身的努力。

（李国民）

打响余姚榨菜品牌

余姚榨菜余姚榨菜：：
产业链如何产业链如何““长袖善舞长袖善舞””

张悦 制图

进入6月份，余姚今年新收的榨菜已全部进入腌渍池。

余姚榨菜是全省示范性农业全产业链，联结基地 12万余亩。

目前，余姚榨菜年产值约 27.3亿元，相关配套产业年产值 10亿

元，种植生产带动农户年增收 4亿元左右。这种色泽翠绿、呆

萌可爱的菜头，关乎余姚15万人的生计。

长链善舞。榨菜落户余姚近 60年，从一粒小种子一步步

发展为一条全产业链，实现“产、加、销、消”全闭环发

展，成为余姚产业化程度最高、农民受益面最广的农业产业，

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当前，在资本市场的浪潮中，余姚榨菜也面临着困惑和压

力。今年上半年，宁波市委、市政府印发 《高质量推进“4566”

乡村产业振兴行动方案》，提出以“兴业富民”和“提质增效”为导

向，做实、做精、做强、做深产业链。东风已来，余姚榨菜在新形势下

如何通过创新，增强一二三产联动，巩固优势补上短板，让产业“老兵”

在乡村振兴中书写新传奇。

农业产业链，种植业是根基。
种植户有利可图，产业链才能

长盛不衰。“受暖冬气候影响，今
年榨菜产量比去年低一些，亩产量
减少 500 多公斤。”余姚黄家埠镇
榨菜种植户黄毅饶种了 6 亩多榨
菜，他说，好在余姚市榨菜协会早
早就出台了最低收购保护价，效益
还可以。

为保护菜农利益和积极性，去
年榨菜种植前，余姚市榨菜协会就
出台了最低每公斤 0.9 元的订单收
购保护价，协会理事单位纷纷与菜
农签订订单，作出“本地榨菜鲜头
应收尽收，不压级压价”的承诺，
让种植户吃下“定心丸”。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给榨菜加工企业带来巨大压
力。余姚榨菜加工企业克服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全力复工复产，采
用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的方
式，进一步促进榨菜销售。同时，
他们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最低收
购保护价的基础上适当提高鲜头收
购价格。

“今年余姚有 3 万多亩榨菜田
采用了订单模式。据统计，今年榨
菜鲜头收购价格平均每公斤 0.95
元，比去年有所提高。”余姚市农
业农村局总农艺师经仰贤表示，得
益于最低收购保护价制度，虽然产
量减少，但菜农的收入反而提高
了。去年，余姚仅榨菜鲜头一项就
为农民增收超过 3 亿元，榨菜产区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7 万元。

这些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的不断推进，余姚榨菜产业发展不
可避免地受到土地要素资源制约。
余姚通过规模化种植，筑牢产业发
展的“基石”。目前，该市已形成
相对集中的榨菜种植主产区和原料
供应基地，建成加工型蔬菜产业示
范区 4 个、精品园 2 个、省级现代
农业综合区 2 个。其中，余姚市滨
海现代农业先导区被认定为国家农
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一条高产、高效、健康的全产
业链，高产量、高质量的原料是根
本。为保证榨菜鲜头的稳定供应，
同时提高原料的质量，余姚各大榨
菜加工企业还流转土地，建设自己
的种植基地。“公司拥有 2000 亩种
植基地，栽种了‘余缩’传统品
种、‘甬榨 5 号’等新品种，同时
采用深沟高畦管理等新技术，出产
的榨菜嫩绿优质，基地亩产超过
5000 公斤，比一般农户高出 1500
公斤。”宁波铜钱桥食品菜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陈亦贺说。另外一家龙
头企业浙江备得福食品有限公司也
拥有近 2000 亩的种植基地。“要做
精品榨菜，首先要种出高品质的菜
头。采取自有基地模式，能更好地
把控原料质量。”公司负责人阮银
福说。

这些年，余姚还通过组建蔬菜
专业合作社，培育新型专业大户，
发展规模经营，引导标准化生产，
提高榨菜原料整体质量。目前，该
市有蔬菜 （榨菜） 专业合作组织
14 家，辐射带动农户 6 万余户，建
立紧密型基地 4.3 万亩。

保护价
让种植户吃下“定心丸”

二产一头连着农户，另一头连
着终端消费者，是整个榨菜产业链
中的二传手，更是关键环节。“二
产强，则产业活。”余姚市农业农
村局产业科负责人说。

产业竞争力，关键看龙头企
业。这些年，余姚通过严格监督管
理、开展行业整治、配套政策扶持
等措施，引导企业做大做强，彻底
改 变 过 去 榨 菜 加 工 企 业 和 作 坊

“多、小、散”的面貌。“余姚榨菜
加工企业从几年前的 100 多家整合
到 43 家 ， 涌 现 出 一 批 生 产 规 模
大、经济效益好、带动辐射能力强

的加工企业。其中，全国农产品加
工示范企业 3 家，省级骨干龙头企
业 2 家，余姚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
业 22 家。”余姚市榨菜协会负责人
介绍，2019 年，这 22 家龙头榨菜
企业销售额超过 20 亿元。

浙江备得福食品有限公司是余
姚榨菜加工的领军企业之一，目前
已建成两个自动化车间。笔者在现
场看到，切丝、抓取、称重、杀
菌、包装、封口等工序均由机械手
完成。“这是今年新建成的自动化
车间，由我们和第三方公司共同研
发建设。”阮银福说，今年春节后，

龙头企业
升级技术延长产品线

备得福能在 2 月 10 日复工复产，自
动化设备发挥了关键作用。车间主
管介绍，本来这个车间有 4 条生产
线，需要 250 名工人。机器换人后，
这个车间只需要 16 个人。

技术革新是余姚榨菜产业链竞
争力的有力保障。截至目前，余姚
已累计投入 3 亿多元用于榨菜生产
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
效率。同时，在全国榨菜行业中率
先引入推广巴氏杀菌工艺，有效解
决小包装榨菜防腐保存与质量安全
的难题，全面实现防腐剂零添加。
目前，余姚榨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 20 余项，研制榨菜新产品 400 余
种，一大批技术走在全国前列。

除了应用新技术，余姚榨菜企
业还在产品线上做文章。“越是高

端的产品，附加值越高。”阮银福
说，备得福榨菜已经形成礼品榨
菜、高端榨菜、中端榨菜和大众榨
菜四个层次的产品。高端零食榨菜
选料为优质菜头中最嫩的菜心，50
公斤榨菜只能做出 15 公斤左右的
产品。这种榨菜咸度低，口感极为
脆爽嫩滑。高端零食榨菜在销售终
端每公斤能卖到 40 元以上，而普通
佐餐榨菜每公斤只能卖 18 元左右。

一二产休戚相关。这些年，陈
亦贺对种植环节的“苦心孤诣”也
终于有了回报，铜钱桥的小包装零
食榨菜已打入国内零食连锁企业。

与此同时，依托加工工艺，余姚
榨菜企业相继开发出萝卜、酸菜、刀
豆、海带、竹笋等 30 多种菜品并推
向市场，大大提高了企业整体效益。

记者 何 峰 通讯员 郑立东 诸 茜

农户在收割榨菜。
（张辉 何峰 摄）

浙江备得福食
品有限公司的自动
化生产车间。
（张辉 何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