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22?， 满载中卫高品
质生牛乳的货运包机从宁夏顺利

起飞，3小时后直达上海， 经光明
乳业精深加工， 黄金奶源带优质
原奶叠加上海制造工艺， 造就高
品质中卫奶源版“优倍鲜奶”。

一滴奶，能给你怎样的想象？

一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新鲜之
旅， 再次印证了光明乳业的领鲜

初心。 随着首批宁夏中卫高品质
生牛乳空运至上海， 光明乳业颠
覆了行业原奶运送模式， 成为中
国首个空运国内生牛乳的乳制品

企业， 不仅打通了黄金奶源带的
“空中之路”， 为乳企找到了创新
发展的新思路， 也更有效链接起
“沙漠绿洲”与“东方明珠”，畅通

国内大循环， 为我国经济发展增
添动力。

打破桎梏，光明乳业打通黄
金奶源带的“空中之路”

宁夏是全国奶业十大主产省区之
一，饲草料资源丰富，是最适宜奶牛养殖
的地区之一。 中卫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谭政华对这里的牛产业非常骄傲： 这里
饲养的奶牛 ， 生鲜乳乳蛋白率 3.2—

3.3%，乳脂率 3.4—3.8%，是世界公认的
优质黄金奶源， 主要质量卫生指标优于
国内平均水平，达到欧盟标准。

来自宁夏中卫的数据显示， 这里每
天的生牛乳日产量达 1000吨，当地乳企
每天消耗 200吨左右， 其余 800 吨则通
过车辆运输到其他城市， 大部分被制成
常温乳。保质期是长了，但珍贵的营养成
分却在高温杀菌中白白流失。

如此优质的“黄金奶源带”，有没有
制成鲜奶的可能？ 当光明乳业将目光瞄
准这片土地， 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选择
题———

选择“是”，是消费升级的趋势使然。

根据第三方的数据显示，从 2018年起的
三年内， 低温鲜奶品类在中国市场以
18.5%的年复合增长率发展， 到 2021年
市场规模有望增至 70多亿?，鲜奶市场
迅速崛起。

选择“否”，却因为现实中的障碍。从
西翼的宁夏到东翼的上海， 两地相隔
2000 公里，几乎跨越大半个中国，如果
沿着曲折而漫长的公路线运输， 这些生
牛乳还能新鲜吗？

面对时间与空间的挑战， 光明乳业
迎难而上。 今年 6月 17日，光明乳业与
中卫市政府、 宁夏农业投资公司签订三
方战略协议， 在宁夏中卫建设世界级优
质高端奶牛基地、育种基地、饲草种植基
地，引入光明乳业特色的牧场托管服务，

领先的基因筛查服务， 提升当地养牛水
平， 把宁夏建设成为世界级优质奶产业
奶源供应基地。 9 月 23 日，光明万头奶
牛养殖全产业链项目正式在中卫落地开
工， 彼时离三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只有
3个月。

更快的是光明乳业带来的 “技能”。

通过高端的牧场管理技术以及优化饲料
配比， 光明乳业将当地牧场单头乳牛产
奶量提高了 4公斤， 生奶收购价每公斤
提高了 0.3 ?， 产奶量以及奶质量齐头
并进，一方面提高了当地牧民收入，也助
推宁夏优势奶产业转型升级。

这段时间， 运输问题也是光明乳业
一直在琢磨的事。 对运输细节反复推敲
后， 光明乳业对常规运输鲜奶模式进行
创新，突破时间、距离的限制，成为中国
第一家空运国内生牛乳生产鲜奶产品的
企业，打通黄金奶源带的“空中之路”。

在短时间内从宁夏牧场到上海工
厂，意味着层层环节的高效运转。 据悉，

此次空运的优质生牛乳， 由光明乳业在
中卫市润厚源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订购，牛奶挤出后迅速制冷、检测，装车
运往机场， 安检过后在最短时间内空运
到上海，经光明乳业精深加工，最终造就
优质高端奶，开启鲜奶制造新时代。

布局全国，光明力量要做国
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

11 月 22 日的货运包机， 是中卫市
首班货运包机。 当这条“空中之路”被彻
底打通，它背后的意义更为深远：世界公
认的“黄金奶源带”遇上世界领先的上海
制造工艺，这种强强联手的方式，不仅为
消费者送上世界一流的新鲜牛奶， 进一
步释放消费潜力， 也极大促进国内大循
环，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
展送上乳业的发展方案。

宁夏中卫，上海人或许并不熟悉。这
个历史上曾长期被风沙困扰的城市，如
今通过治理改造，荒芜沙地变身“奶牛乐
园”， 形成了沙漠绿洲里的循环产业链。

但如何深入挖掘这条产业链的价值，合
作创新是最好的模式。

“光明乳业一直致力于将从牧场到
终端的全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带到更多地
方。此次宁夏中卫项目的突破性创新，标
志着光明乳业布局全国产能和市场的决
心再次迈入新征程。”光明乳业相关负责
人表示。

11 月的宁夏已下雪。 一场小雪后，

光明乳业中卫合作牧场的犊牛岛区域

里， 一头头小奶牛们正在自己的 “小别
墅”里悄悄向外张望，饲养员为它们一个
个倒上刚刚挤出的新鲜牛奶，两年后，它
们经过严格的挑选， 就可以正式的上岗
产奶。

“光明宁夏中卫牧场对奶牛进行铺
沙养殖作业，可以有效抑制细菌，奶牛每
天躺卧的时间达 14小时，有效抑制了乳
房炎的发病率，同时，沙子的透水性和排
水性非常好， 对奶牛控制疾病起到了极
大的帮助， 减少了奶牛因为行走而带来
的摔伤，稳步提升产奶量。” 光明乳业中
卫牧场管理人员杨文杰经理表示， 另一
方面，牧场也会将沙进行回收处理，尘沙
消毒杀菌后反复利用， 加强当地环境保
护的生态文明建设。

上海制造的精细工艺与优质奶源的
相辅相成，跨越时间和距离的局限，光明
乳业通过前端建设赋能新鲜版图高质量
发展，正潜心打造“领鲜”力。在低温奶行
业，目前本土品牌占据了绝对话语权，根
据 AC 尼尔森的数据，光明鲜奶在国内
的市场份额位居行业之首， 此次与宁夏
中卫的优质奶源带合作为光明乳业带来
了更多奶源的优质性和品质保证， 而解
决了冷链的布局和可控性之后， 将大大
助推我国西部经济发展， 保障全国奶源
战略布局。在品质坚守中，与消费者共同
见证每一种“光明”品质生活方式，让更
多人感受美味和健康的快乐。

据悉， 为引导消费者喝上含有活性
营养的真正好鲜奶，去年，光明乳业积极
助力推动“新鲜巴氏乳”国家标准出台序
章， 推动活性物质指标成为新鲜巴氏乳
第一标准， 同时在行业内首家提出在鲜
奶包装上标注三个新鲜指标———免疫球
蛋白、乳铁蛋白、乳过氧化物酶，此后国
内同类鲜奶产品纷纷效仿。

今年， 光明乳业开启国内生牛乳空
中运输的先河， 这是否会成为未来新鲜
乳品发展的新趋势？更值得我们期待。作
为一家以新鲜为核心战略的百年乳企，

光明乳业对于新鲜的极致追求， 对国内
乳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引领
作用。

打破时空限制，宁夏中卫黄金奶源生牛乳三小时空运直达上海

打通“空中之路”，光明乳业赋能新鲜版图高质量发展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路段，忽然闪出一家“活的

鲜奶体验店”。步入其中，能看到一杯杯鲜奶摆放在显

著的位置上———小小一家快闪店可不简单，这里汇聚

了全国多家乳企带来的王牌鲜奶产品， 活脱脱一场

“鲜奶大比拼”。

要在“鲜奶界”拔得头筹，需要一点真本领。 在这

些鲜奶中，有一杯奶很独特———它的奶源来自宁夏中

卫，跨越 2000?里，坐顺丰包机来到上海工厂，黄金

奶源带与上海制造工艺的“强强联手”，成就眼前特别

版的中卫奶源“优倍鲜奶”，这杯鲜奶也是光明乳业的

“中国首发”———无论对于“上海购物”，还是“上海制

造”来说，都有启示意义。

消费者抢“鲜”享受家门口的黄金奶源带鲜奶———

“上海购物”连通“上海制造”，

这杯跨地域鲜奶“中国首发”

消费升级赋能“首发经
济”：抢“鲜”享受家门口的黄金
奶源带鲜奶

11月 25日，南京路步行街上的“活
的鲜奶体验店”开业，闻讯赶来的消费
者排起长队，为的是尝鲜———抢“鲜”享
受在家门口的黄金奶源带鲜奶。

“听说这瓶鲜奶的奶源来自宁夏，

是坐飞机来上海的， 我特别想尝尝味
道。”90后消费者张小姐在排队的时候，

已经听工作人员介绍了这瓶特殊的鲜
奶———光明乳业空运的宁夏中卫生牛
乳， 搭建起一条黄金奶源带的空中之
路，她认为，能在上海第一时间喝到黄
金奶源带的鲜奶，是件又新鲜又有趣的
事。 很多消费者在尝试过鲜奶后，都觉
得“味道浓郁”“非常好喝”。

之所以把首批限量版的中卫奶源
“优倍鲜奶”首发放在南京路步行街，有
着光明乳业的用意。今年 9月 12日，南
京路步行街东拓段开街，大批老字号以
新颜亮相，其中光明乳业的“光明悠焙”

快闪店就率先落地于此，带来只加光明
鲜奶不加水分的优倍吐司， 以品质取
胜，迅速成为打卡点。两个月后，也是在
同一个地方，光明乳业联合国内众多乳
企协力打造一家 “活的鲜奶体验店”快
闪店，让鲜奶大比拼，推出首发单品。不
同的演绎方式，讲的是同一个理念———

向更多消费者传递“新鲜巴氏乳，才是
健康好牛奶”的新鲜理念。

有分析人士表示，目前中国的牛奶
消费比重与国外市场“倒挂”。中国的常
温奶占比达 90.2%，而低温奶占比仅为
9.8%，鲜奶消费主要集中在上海等沿海
城市；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比例是
倒过来的。 而在这一轮的消费升级中，

更多的消费者开始植入新鲜的心智。

这一趋势在《2020天猫美食消费趋
势报告》中也有所提及，“原产地、更新
鲜便捷将是未来的消费关键词”， 另一
份数据则显示，未来中国的低温奶市场
增速会超过 50%。 据悉，包括“优倍鲜

奶”在内的光明鲜奶，以生牛乳为原料，

采用 75℃的巴氏杀菌法，能更好保留牛
奶的营养物质和风味口感。

光明乳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
动主要是想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到鲜奶
背后的故事，全面提升市民对优质奶源
的认知，倡导市民健康生活方式。 作为
一家以新鲜为核心战略的百年乳企，光

明乳业始终秉承着 “创新生活 共享健
康”的企业使命，稳步推动品质美好生
活的建设。

“上海购物”连接“上海制
造”：源头寻鲜、配送锁鲜、制造
领鲜

从 11月 24日起，光明乳业通过光
明随心订 APP、2家光明悠焙门店、8家
牛奶棚门店同时免费发放中卫奶源“优
倍鲜奶”，用一场免费的盛宴为“首发经
济”助威。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光明乳业“中
卫奶源版”优倍鲜奶的“中国首发”，不
仅仅是对上海打造新品首发地的一份
承诺，更是“上海购物”连接“上海制造”

的一次尝试———在首发经济中，上海品
牌不断创新、破圈，在白热化的竞争中
实现自我价值，走向高质量发展。

以中卫奶源版的“优倍鲜奶”为例，

它对于光明乳业的奶源地是一大突破。

在鲜奶行业，一直有个就近原则，认为
“牧场越近，鲜奶越鲜”。 但是中卫奶源
版的 “优倍鲜奶” 却把奶源地拉长到
2000公里外的宁夏中卫，因为这里有最
好的黄金奶源带。

在源头寻鲜， 更需要配送锁鲜、制
造领鲜，而光明乳业的能力便在后续的
环节中体现无疑。 冷链配送， 选择了 3

小时航班直达模式， 可比近地牧场更
快；制造工艺，更是这家百年乳企的传
统强项———得益于冷链运输的突破，才
能让优质生牛乳与优质制造业“相遇”，

创新突破推出新品。

“这次宁夏运奶，我们主要考虑奶
源新鲜、巴氏灭菌技术尝鲜、全程冷链
物流配送保鲜。 ” 光明乳业党委书记、

董事长濮韶华说。在乳品行业高度竞争
的当下，唯有不断创新超越，才能用更
强的核心竞争力赢得市场。 在“活的鲜
奶体验店”，光明乳业踏出的新鲜之旅，

足以证明这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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