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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食品总裁陈希:

三全龙凤整合有序推进

证券时报记者 李彦 刘冬梅

软糯的汤圆、可口的水饺、飘香的

粽子……这样的三全产品经常出现在

寻常百姓的餐桌上， 而此次随着深交

所走进三全食品（

002216

）的众多投资

者，则有幸一睹三全产品诞生的过程。

作为国内最大的速冻食品公司， 未来

的航向将如何把握？ 证券时报记者采

访了三全食品总裁陈希。

2009

年

7

月，三全食品创始人陈泽

民隐退，公司交到了其子陈南、陈希手

中，陈南出任董事长，陈希为总裁。 但少

有人注意的是，

1997

年大学刚毕业的陈

希即进入公司前身郑州市三全食品厂工

作，

17

年间历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等职务， 他和哥哥陈南推动了

三全食品向现代化企业的转变， 参与了

公司十几年来的发展历程和重大决策。

作为三全食品的少帅， 陈希曾谦虚地表

示：“我将传承三全的精神思维和质朴踏

实的品质，在创新中，不断应对外部市场

和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 ”采访中陈

希对于公司未来发展的深思熟虑与经

营管理的娴熟让记者印象深刻。

试水电商和高端市场

互联网和电商在零售行业风生水

起， 三全食品也必然面临这样的新形

势，公司一直在努力开拓电商新渠道，

现在的经营情况为投资者所关注。

陈希表示， 公司对新的事物都充

满了好奇，想探索在这方面的可行性，

所以专门成立了相关的部门。 目前来

看，最大的瓶颈是物流，成本比较高，

虽然说销售额现在也突破了千万，但

在现有模式下， 可能还不会出现爆发

式的增长。

由于基数较小，三全电商销售这

两年的发展增速都在

100%

以上，常

温米饭、常温粽子等产品在电商渠道

比较畅销，但是像水饺和汤圆这种需

要冷冻冷藏的产品就比较困难，陈希

解释说：“现在的制约因素是，这种产

品如果主人不在怎么收货？ 收货是目

前最大的问题， 要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但我相信

互联网的发展， 相信中国物流的发

展，移动互联网终端的发展，我相信

这是方向。 ”

中国消费品升级已经成为趋势，

立足于中高端的湾仔码头取得了较大

的成功， 三全在中高端产品上也开始

积极布局，推出的“私厨系列”受到消

费者的青睐， 消费者开始认同三全也

是中高端食品。但不同于湾仔码头，三

全更多地把自己定位为 “餐桌上的最

佳供应商”， 要做更多餐桌上的食品，更

全面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目标是在这几年把高端产

品的占比提高， 但预计即使在远期，高

端产品占比也不会超过

50%

，因为毕竟

还要照顾更多的基础消费者。 ”陈希解

释说。

三全龙凤整合有序推进

现阶段我国速冻食品行业的市场集

中度还很低，未来有望进一步走向集中。

记者注意到， 三全食品收购龙凤后市场

占有率达到

30%

多，从而使公司的龙头

地位更加稳固， 但对于公司去年业绩来

说，龙凤的亏损造成一定的拖累。

对此，陈希解释说：“项目进行到现

在， 公司认为龙凤过去积累了很多优

势，而且也能弥补三全在某些细分人群

市场的不足， 所以我们觉得是很值得

的，但是短期对公司利润造成不利影响

也是难免的，公司做了这种准备，我们

有能力去消化和最终转为赢利，我们是

有信心的。 ”

三全食品收购龙凤后， 如何进行整

合也是市场关注的问题。 在过去一年，公

司主要针对后台生产部门进行整合。 而

今年春节之后， 公司开始前端的一些整

合，比如促销人员、支线物流、销售团队

等，因为期间包含销售旺季，所以整合只

能一步一步来。 陈希表示，三全和龙凤是

高度同质化的企业， 包括销售渠道和生

产，会有很多协同效应产生。

而三全和龙凤的差异化又体现在哪

里呢？ 据介绍，三全采取的策略主要是产

品的定位不同，首先是龙凤和三全要保证

自己的定位、自己的风味、自己品牌的差

异化，这是核心。 三全产品的口味还是要

稍微偏北方化一些。而龙凤主要针对华东

市场， 它的味道主要照顾当地人的需求，

两者选用的原材料供应商都不一样，这些

差异化会让消费者有不同的感受。

谈及未来是否会偏重于收购龙凤这

种同类企业，陈希解释说，以三全过去的

发展来看，主要是立足于内生发展。 但是

三全也不是一个保守的企业， 收购龙凤

就是个例子：“我们不是给自己设定很多

条条框框的企业，所有有利于企业发展、

和企业战略目标一致的事情， 我们都会

去尝试。 ”

速冻产品前景广阔

证券时报记者 李彦 刘冬梅

近日， 数十位中小投资者参加深

交所和河南证监局合办的 “践行中国

梦·走进上市公司”活动步入三全食品

（

002216

），在公司会议室，公司总裁陈

希、 公司董事会秘书郑晓东与来访的

投资者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

投资者：

公司近期的市场策略

，

是

先市场后利润

，

股权激励也以营收增

长做为主要目标

，

请问在今后一段时

间一直会这样吗

？

陈希：企业的目的都是盈利，我们

更注重的是企业长期的盈利， 每个企

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虽然我们市占

率是行业第一，但行业的潜力很大，在

三全目前的发展阶段， 我们更看重的

是企业的市场情况。

投资者：

几年前来公司参观时

，

老

厂区还是千人包水饺的大场面

，

现在

机械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

。

请问一下

，

除了郑州基地外

，

其他基地的自动化

情况如何呢

？

陈希： 感谢您对公司持续关注，

2008

年以后消费升级，三全这几年自动

化程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外地由于劳

动力稀缺和成本较高，包括天津、太仓

等地的自动化程度将来比郑州还要高。

投资者：

如何平衡手工水饺和机

械化水饺的口味

？

陈希： 食品行业， 好吃是第一位

的。我们在好吃的基础上推进自动化，

机械化也是未来的一个潮流。

投资者：

请问一下

，

公司目前冷链

的情况

？

陈希： 公司物流结构分为干线物

流和支线物流， 干线物流主要来自第

三方，支线物流一部分依靠自有车队，

现在社会第三方比较发达， 我们主要

是组织社会化资源，同时提高监控。

投资者：

公司产品的研发优势是

什么

？

陈希： 一方面我们有自己的研发

中心，公司研发中心是在食品行业中，

研究食品、 营养和检验检测领域处于

领先地位的研发机构，设有“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 拥有行业唯一一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不断创新技术，

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另一方面我们会和餐饮协会、 一些院

校合作， 有项目性合作也有长期性合

作，推出全新产品。为满足更高的食品

要求，今后我们还会加大研发投入。

投资者：

公司电商这一块的销售

规模

、

发展程度怎么样

？

陈希： 电商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

块，电商销售规模增长幅度也比较大，速

冻食品在电商上最核心的还是冷链问

题，我们和相关物流公司也在探讨，如果

这一块做好了，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投资者：

请问公司在食品安全方面

都采取了哪些措施

？

陈希： 公司积极贯彻执行国家新颁

布的《食品安全法》，依照法律、法规和食

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对社会

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

督，承担社会责任。公司进一步强化质量

意识，加强生产全过程质量监控，确保食

品安全； 更充分的发挥质量体系对产品

质量控制的作用，使

ISO9001

：

2000

质量

管理体系和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的实施更加有效。 凭借雄厚的科研实

力、 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工艺以及全

面的质量管理，公司打造了一条完整的、

有足够控制力的从农田到餐桌的新型食

品安全供应链， 充分保证了从原料种植

养殖、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到终端销售

的整个供应链产品的品质和安全。

投资者：

速冻食品和新鲜食品的营

养有什么区别吗

？

陈希： 速冻食品和冷冻食品是不同

的，速冻是快速冷冻不会破坏细胞，不会使

食品营养流失，是一种非常好的保鲜模式。

投资者：

请介绍下私厨的情况

？

陈希：“私厨系列 ” 是公司

2012

年

10

月推出的高端水饺，私厨的销售情况

还是不错的，

2012

年公司推出私厨产

品，首轮在全国五个城市推广，第二轮在

全国十个城市推广， 目前私厨产品推广

已经超过

40

个城市。包装上我们进行了

一个很大的尝试， 改变了传统食品包装

暖色系的风格，采用清爽型的白色装，这

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投资者：

同行竞争中

，

你们的优势是

什么

?

陈希：公司依托产品、品牌、渠道和技

术等方面的优势，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连

续多年位居行业第一。 公司经过多年的品

牌培育， 在消费者中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赢得了消费者的普遍信赖和认可，拥有了

庞大的具有品牌忠诚度的顾客。

投资者：

请介绍速冻行业的现状及

未来增长速度

？

陈希： 近几年速冻食品集中的程度

比较明显。未来，中国速冻食品品类将更

大，速冻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涵盖面将

越来越广，除了主食以外，还会有辅食。

将通过品类增加来增加市场容量。 速冻

发展会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一是城镇

化的扩大；二是家庭小型化。因此速冻前

景广阔， 而且目前整个行业处于一个良

性的竞争中。

三全食品：舌尖上的美食供应商

证券时报记者 李彦 刘冬梅

站在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002216

）新基地办公大楼，仿佛置身

于一家现代化的

IT

企业。通体由玻璃

构建的明亮大厅、 拥有现代化的投影

和音响设施的阶梯会议室、 拥有高科

技视频通话系统、 可召开全国视频会

议或进行远程教育的会议室、 采用了

全自动智能化办公系统的行政楼、用

玻璃隔断的全开放办公环境、 全封闭

生产车间以及全透明的参观走廊无不

令人印象深刻。

与此前想象中的食品工厂完全不

同， 令近日前参加由深交所与河南证

监局合办的“践行中国梦·走进三全食

品”投资者开放日活动的近

40

位投资

者惊叹不已。

据介绍， 这座办公生产一体化的

新基地办公大楼是由水立方的设计公

司领衔设计，环保低碳，集中由地热供

暖供冷，并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正式

启用。与此同时三全食品启用新商标，

寓意专注、专业，专注速冻美食整体方

案研发，通过主副品牌运作的模式，让

公司在市场上更进一步， 向着百亿元

企业迈进。

据了解，三全食品成立于

1993

年，

是中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企业，主要

产品是速冻汤圆、速冻水饺、速冻粽子、

速冻馄饨和速冻面点等中式速冻食品

以及米饭、粥等常温食品。 从第一颗速

冻汤圆到第一个速冻粽子，从最初的小

工厂到现在全国拥有五大生产基地的

行业领头企业，三全食品的发展历程成

为中国速冻行业发展的缩影。

确保食品安全

开放日活动中，投资者首先参观了

技术与检验检测中心，据介绍，这里是

公司产品开发及产品安全检测的重要

关口。公司设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和行业中唯一的“博士后工作站”，同时

国家速冻食品技术标准委员会秘书处

也设立于此。该中心的任务是加强研发

力量，深入研究市场，丰富产品结构，不

断推出和储备适合客户需要、引领市场

需求并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产品。另外

速冻食品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都是

由三全食品技术中心参与起草和制定

的，但是公司没有停止自我加压，而是

不断提高产品标准台阶，提升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目前公司的产品标准已经超

过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据了解， 公司一直把食品安全作

为一项良心工程进行经营， 坚持 “制

度

+

良心

＋

诚信”来保证食品安全。 公

司在化验室建设及仪器购置方面投入

大量资金，扩大了检测范围，提高了检

测水平和检测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有效地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安全。比

如气相色谱质谱仪， 主要用于检测食

品中的有机物质成分（有机磷、有机氯

等）和蔬菜农残。

三全食品的检验检测中心通过了

中国 合格 评定 国家 认可委员会

（

CNAS

）的认证。 除了检测常规理化、

微生物检测项目外， 还可以进行瘦肉

精、农药残留、包装印刷的溶剂残留以

及铅、铜、铁等重金属进行检测，包括

500

多种有害物质。

公司相关人士介绍， 身处速冻行

业蓬勃发展的时期， 三全食品依靠科

技力量，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并通过严

格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相关办法，

要求企业员工全方位地参与到产品质

量水平提升的工作中来。 未来三全食

品将继续严把质量关， 为消费者提供

更加健康放心的食品。

全自动生产

随后投资者还参观了速冻汤圆生产

车间，这里从汤圆的生产、速冻、包装到

金属检测全自动化完成。据介绍，中国大

陆第一颗速冻汤圆就出自三全食品。

投资者在现场看到，汤圆车间面

积

2

万平方米， 满产产能达

400

吨

/

天。 投资者看到车间里的汤圆机分为

两种， 其中一种汤圆机一次同时出

4

个汤圆， 另一种一次同时出

8

个汤

圆，是公司近期引进的最先进的生产

设备，生产效率提高

1

倍。 汤圆生产

出来后就进入了速冻隧道。 速冻不同

于冷冻， 它是在

-37

度急速将产品冻

结，锁住水分、锁住营养。 这个过程

大概是

15

分钟。 速冻后汤圆的中心

温度为

-18

度。

速冻好的汤圆进入包装区。 投资

者看到的汤圆自动包装机， 可自动

称重、穿袋、封口。 它通过上面的多

头秤按设定袋重可自动调配最佳组

合成袋。 同时金属检测器对包装好

的产品进行金属检测， 防止金属异

物的混入，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 装

箱后汤圆通过传送带送到冷库等待

出厂。

在速冻水饺生产车间，记者发现

饺子的生产也已实现自动化， 这些

饺子机全部从韩国进口， 是国内最

先进的生产设备， 这种机器生产出

的饺子全部自动成型， 这样代替了

原有的手工及半自动化生产， 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个车间水饺的

满产能力为

400

吨

/

天。 而制作水饺

的蔬菜原料均暂时存放在菜库，这

些菜的清洗要经过五道工序， 经过

检测合格后才可以使用。 在洗菜车

间里， 投资者看到包菜等是在机器

上进行超声波清洗， 旁边的水槽用

来清洗韭菜、芹菜类蔬菜。

在公司的产品展示区， 共呈现了

5

大类

400

多个品种，主要包括：速冻

汤圆———其中“果然爱”系列是三全食

品最新研发也是行业内首创的水果汤

圆，芯料全部采用真实果肉，市场销量

增长迅速。这里还展示了速冻水饺、粽

子、面点、馄饨、常温米饭套餐等，甚至

还有一些军需食品， 是受解放军总装

备部委托研发的军需战备产品， 这种

米饭不需火或微波加热就能食用，满

足了军队作战状态下的需求。

东亚最大立体冷库

活动的最后投资者参观了公司的

全自动化立体冷库。 它是东亚速冻食

品行业最大、最先进的自动化冷库。冷

库南北长

101

米，东西宽

60

米，高

30

米，日吞吐量

2

万吨。

冷库里面无人操作， 全部是立体

货架，货物通过机械手进行抓取。货物

管理全是电脑自动化操作， 上面的液

晶显示屏显示的是货物需求地和车牌

号，更加利于货物装车。

据介绍，冷库地面全是钢板，不同

于传统冷库的水泥或大理石地面，它

更加耐磨损。 另外，立体库库内温度保

持

-25

度， 库门缓冲间温度保持

-15

度，作业区温度保持

8

度

~10

度。 货物

的取送通过传送带自动进行， 进出的

冷库门有两道，像船闸一样，有效地减

少了冷库内外的冷空气对流， 节约了

能源。

看似普通的汤圆、水饺在一道道严

格而复杂的工艺下生产出来，并安全送

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三全食品靠创

新、 靠

20

年来对速冻食品的专注将小

产品做出了大市场。经过

20

年的发展，

三全食品已经成为速冻食品行业的领

头羊，连续几年雄居行业榜首，目前正

向着百亿元目标全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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