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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创新的本质是培育
顾客群体。产品创新必须跟
踪研究消费趋势正是此理。
可爱牛新品牌的推出以及“领
畅”产品的问世，正是花花牛
公司实现产业升级、消费升级
的商业诉求。

从产品结构上看，“领畅”
高端酸奶作为花花牛高端产
品矩阵的一员，占领高端市
场，加之巴氏鲜奶、超高温灭
菌奶、风味奶、发酵乳和活性
乳饮料五大类，形成了区域乳
品市场“金字塔产品线”格局，
实现了消费者乳品消费的全
领域覆盖。

而在这个产品矩阵中，花
花牛推出“领畅”站位酸奶高
端市场，其透露出的信息是要
在酸奶品类上发力，而这个正
是花花牛在区域市场上的最
强营销王牌。市场的信号不
会失真。与其说花花牛引领
河南的酸奶消费，不如说，市
场的消费趋势给了花花牛做
大做强的市场机会。从这个
意义上讲，花花牛固强汰弱的
发展战略，正是迎合消费趋势
之举。

在此过程中，花花牛能够
作为的方式恰恰在于如何引
领消费者实现酸奶消费的营
养、健康与时尚元素的完美结
合。

因此，培育消费者喝新鲜
牛奶的生活方式，正是“领畅”
问世的使命所在。

当下，随着80后、90后消
费主体时代的到来，营养与健
康是这一消费群体关注的核
心话题。当然，更加自主的一
代消费群体，也更标榜个性与
格调，这也要求商家必须走更
崇尚时尚的消费观念和塑造
产品形态。

因此，与其说，“领畅”作
为高端酸奶产品的形态问世，
不如说，“领畅”是酸奶品类时
尚产品的缔造者和引领者。

花花牛能够推出这款产
品，是有信誉背景的。

多年来，花花牛在河南畜
牧业结构调整上，特别是奶牛
饲养与乳品加工上，其规模化
的饲养方式，乳品加工上导入
的先进技术，乳品研发上的先
进理念，对河南奶业的促进、
河南畜牧业结构的优化，对河
南亿万老百姓消费结构的改
善均有着不可估量的牵引力。

更为核心的是，花花牛矢
志耕耘在区域酸奶这一狭窄
的市场品类中，已经培育了数
以亿计的消费群体，这一庞大
的消费群体都成为新鲜奶消
费的忠实顾客。从产业使命
上讲，这是花花牛为百姓高品
质生活而生发的责任体现，是
花花牛担当“为大众健康、为
员工成长、为行业添彩”的神
圣使命所在。从产业成长上
讲，这是花花牛担当《北京宣
言》的职责所系。（ＮＧ)

花花牛品牌升级：
“领畅”发力高端酸奶

核心提示 | 花花牛荣登“中国奶业D20企业联盟”，借势加推,花花牛高端子品牌
可爱牛“领畅”横空出世，企业承担产业使命的愿景愈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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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畅”入市

有远瞩的企业，一定挖掘市
场大趋势。

花花牛显然看到了牛奶消
费的新趋势。高端酸奶产品“领
畅”的耀目入市，河南亿万牛奶
消费群体有了自己更高品质的
酸奶产品。9月24日，花花牛顶
级新产品“领畅”上市暨荣誉入
选中国奶业联盟D20发布会在
郑州隆重召开。

花花牛何以此时加推高端
新品？

做大酸奶蛋糕，挖掘酸奶利
基市场(指企业选定一个很小的
产品或服务领域，集中力量进入
并成为领先者，从当地市场到全
国再到全球市场，同时建立各种
壁垒，逐渐形成持久的竞争优
势。)，在花花牛看来，这是公司
落实 8 月 18 日首届中国奶业
D20峰会精神，践行《北京宣言》

“优质安全发展，振兴中国奶业”
强有力的企业责任。

记者留意到，《北京宣言》作
为中国奶业龙头企业达成的共
识，推进中国奶业升级是每一家
奶企的企业使命。这要求每一
家龙头企业要发挥在质量、品
牌、责任与发展中的企业职责，
为产业升级带好头、领好路。

花花牛为落实《北京宣言》，

付诸实践的动作之一就是从品
牌入手，升级花花牛品牌，推出
了可爱牛品牌，并以新的高端酸
奶产品“领畅”引领新品牌可爱
牛问世。

可爱牛为2015年9月花花
牛乳业力推的高端子品牌，旨在
打造高端新鲜酸奶、新鲜巴氏
奶，包括利乐冠、玻璃瓶、注塑杯
等高端系列产品。其中本次新
品发布会推出的是可爱牛领畅
高端酸奶系列，奶源精选瑞亚牧
场生牛乳，原料奶已达欧盟标
准，优于国标20倍。从挤奶到加
工只需2小时，时间越短越新鲜，
特别添加享誉全球的菌种AB+
益生菌，每百克含有30亿AB+
活性乳酸菌，提供持久活力！本
次花花牛乳业推出的高端益生
菌酸奶，也是切合了消费者对酸
奶新鲜的诉求。

品牌是企业最大的竞争力
所在，是企业经营资产的总和。
从最能挖掘企业价值的品牌入
手推出可爱牛，可以看出，花花
牛在资产经营上的力道。

升级的品牌需要有匹配的
升级产品，这才有了高端酸奶产
品“领畅”推出的逻辑。

品牌升级，这是企业成长的
必然选择。我们看，在国内奶业

大佬的市场争夺中，跟踪并引领
市场趋势一直是龙头企业龙虎
斗法的焦点战。而双方斗法的
背后是双方在迎合市场趋势上
推出新的高端产品，在营销上做
足了文章，双方获得了市场利
基。比如，2009年，光明乳业推
出了一款高端常温酸奶产品，伊
利乳业当仁不让，也推出了一款
高端产品，两者产品成为高温酸
奶市场上的双雄。双方在品牌
创建、品牌故事、渠道拓展、营销
投入等诸多领域内有针对性地
斗法，不仅共同培育了这一单品
的市场，而且二者分食了市场份
额，这是一种斗而双赢的市场发
展模式。

花花牛人士介绍，花花牛要
抢占区域新鲜酸奶市场，如果沿
袭过往的产品与渠道经营也不
会错。问题是市场变化了，消费
理念变化了，新的消费趋势已经
萌芽了，企业唯有追随市场才是
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区隔新鲜酸奶市场，遵循商
业经营的二八原则，迎合新鲜酸
奶消费潜力大的潜在顾客，才是
花花牛推出高端新鲜酸奶产品
的真实理由。毕竟，品牌差异化
锁定的目标正是潜在的顾客群
体。

切入市场高地

对于我省龙头企业花花牛
公司来说，如何在区域奶业争战
的乱局中取胜？唯有强化自己
的优势地盘，并筑牢优势地盘的

“马其诺防线”，才有可能在争战
中巩固地盘、推广战果。这也解
释了花花牛在区域优势突出的
新鲜奶产品基础之上，再度加推
高端新鲜奶产品——领畅，做强
新鲜奶品类的价值所在了。

显见，这是花花牛遵循着商
业运营规律之举。

在德国将军、《战争论》作者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
属于商业竞争领域，商业也是人
类利益和活动的冲突。这一观
点提示了商业的本质，即商业的
本质在于公司间的斗争，而非仅
仅是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与需
求。

企业必须在与竞争对手的
对垒过程中，以智取胜、以巧取
胜、以强取胜，在这场战争中，敌
人就是竞争对手，而顾客就是要

占领的阵地。那么，按照这一理
论来观察，花花牛显然做足了准
备。要在区域的新鲜奶战争中
抢占高端“桥头堡”，赢得市场之
战。

花花牛是有强大的新鲜奶
资源实力的。我们看，花花牛为
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需求，研发
了巴氏鲜奶、超高温灭菌奶、风
味奶、发酵乳和活性乳饮料五大
类76个品种。其中，低温发酵乳
系列产品在河南市场占有率达
到26%，在郑州市场低温奶占有
率高达64%。

花花牛更有力的“武器”是，
爱克林包装的花花牛益生菌发
酵乳日均销售量高达220吨以
上，该品在酸奶单品销量中居全
国首位。

现在，花花牛在区域新鲜奶
品类上，已经占据了老大地位，
拥有着极其稳固的防线，却依然
向着更高的新鲜奶领域进军，这
当何解？

或许艾·里斯与杰克·特劳
特的观点给出了花花牛这么做
的市场逻辑。

在这两位营销大师合著的
《商战》中提出，企业“顾客是上
帝”的思维已经过时，企业必须
以竞争为导向，必须找竞争对手
定位中的弱点，并针对那些弱点
发动攻击。

那么，对于河南区域老大花
花牛而言，它的竞争对手是谁？
就是它自己！

花花牛自己的弱点是什
么？就是它在高端新鲜奶市场
中缺失一个更高端的品牌。

现在，花花牛发力推出新鲜
奶高端产品“领畅”，其实质就是
弥补市场战略空白！

这一招，对于区域行业老大
来说，叫自我攻击。艾·里斯与
杰克·特劳特曾说过，对于行业
老大而言，最佳的防御就是要有
勇气攻击自己，同时，采取强大
的进攻，对竞争对手加以封锁。

筑牢“护城河”

按照杰克·特劳特的观
点，企业之间的商战，并非产
品之战，而是概念之战。概念
将会成为商家取胜商战的硬
通货。

记者认为，所谓概念，并
非是商家自顾自地玩弄营销
概念，而是吸引潜在顾客的品
牌故事。换句话说，就是商家
给消费者购买其产品的理由。

显然，花花牛这一次做到
了。“领畅”的品牌内涵，源于
对消费趋势的洞察，并跟踪消
费群体的迁移，引领消费者口
感，配合消费者的消费情绪，
从字面到品牌用意都有清晰
展露。

当然，“领畅”的推出，更
是花花牛品牌升级筑起的更
具竞争力的市场“护城河”。
毕竟，在此之前，花花牛爱克
林包装的益生菌发酵乳长期
占据着主流人群的消费市场，
这为高端新鲜奶品“领畅”的出
世保驾护航。这决不仅仅是优
化产品结构的用意所能诠释的
价值意义。因为按照商战的兵
力原则，花花牛发力推出高端
新鲜奶品“领畅”，正是其资源
雄厚的生动体现，正是其打胜
竞争之战的“锐利武器”。在市
场竞争中，谁的资源丰厚，谁拥
有品牌的知名度，谁就有取胜
的最大可能性。

对于花花牛来说，此时推
出高端新鲜产品“领畅”，人们

可以发现其做好了充分的物
质储备。

首先是奶源建设升级。
花花牛直接把产品质量安全
延伸到奶源生产环节之中。
他们按照“统一配种、统一防
疫、统一挤奶”的原则建设奶
源基地65个，100%实行驻站
管理，同时，花花牛自建大型
牧场 9 个，奶源自给率达到
70%。

其次是质量流程管理升
级。生产过程中做到“三不”
原则：不合格原料不入场，不
合格半成品不转序，不合格品
不出厂。公司对过程中的关
键控制点实行电子信息记录，
生产配料、发酵、翻缸、灌装、
CIP自动清洗等环节由中控室
集中自动控制，生产相关各项
数据自动保存备案；公司物流
环节则使用ERP电子系统发
货，实现了产品的追溯和风险
质量管理。

最后是解决配送流程问
题。花花牛所有配送车辆均
为冷藏车，并给运输车辆安装
了GPS装置，实现了车辆的实
时定位以及在线反馈温度、送
货区域，实现了全程在线监
管。可以说，花花牛在涉及产
品生产安全质量的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细节，均实现了可
控制、可追溯、可监管的360
度安全质量控制流程与体系。

培育新鲜生活方式

花花牛顶级新产品“领畅”上市暨荣誉入选中国奶业联盟D20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