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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造就乳制品好质量∗

———基于西宁市乳制品质量调查的研究

刘文辉　朱婷萼　刘瀚琳　王丹姝　孙　悦

摘　要:西宁市作为青海省的省会,地处高原,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发展了具有民族

特色的高质量乳制品经济.深入分析当地奶产品市场,发现除了生产供给的相关优势以及深

厚的乳文化传统形成的消费心理积淀外,促成西宁市乳制品产业良性循环的原因还在于过硬

的乳制品质量———而这得益于西宁市乳制品有限寡头与众多小企业组成合理的市场竞争结

构、消费者自由选择的充足活力和政府的有效监管.
关键词:乳制品质量;市场竞争;政府有效监管;西宁

一、引言

近年来,乳制品安全问题频发,消费者对国内奶业市场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整个国内奶业市场一度

遭受巨大的危机,消费者也倾向于逆向选择.相比而言,西宁市的乳制品却脱颖而出,一直深受当地人

的欢迎,且据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宏观调研的结果来看,当地的消费者对本地乳制品的满意度

和评价都很高.这与全国消费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实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决定乳制品质量的因素是什么?
国内外对于保证乳制品质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方面认为政府在乳制品质量规制中应起

主导作用,如赵拥军(２０１２)在对乳制品质量安全问题原因探究中,通过与发达国家对比,得出只有在政

府的有效监管下加之企业的良好自我管理,才能确保乳制品的质量安全以及消费者的食用安全.作为

政府的质监部门应对乳制品整个供应链的每个节点都严格把关,坚持乳制品质量安全至上.另一方面

则认为市场在乳制品质量的优胜劣汰中起主要作用,还有学者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作用保证乳制品

质量,如王威和杨敏杰(２００９)提出,消费者的信任不仅仅来源于商业信任,更重要的是制度信任.商业

信任源于市场信任,制度信任源于对政府监管的信任.对于具有“信任品”特征的乳制品而言,制度信任

是保障,虽然政府的推动可能是信任的来源;但是信任的长期维系,却仍取决于市场的保证,正如安全的

乳制品是企业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政府监管出来的.商业信任才是消费者信任的根本,是制度信任的基

础.即需要通过市场与政府有力的监管相互协调来保证乳制品质量.
本文主要从西宁市的乳制品现状调研入手,通过对调研获取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造就西宁市

乳制品好质量的因素,并详细阐述了这些因素.

二、西宁市乳制品市场供需分析

西宁市是青海省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和通信中心.青海省雄踞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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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总面积７２３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十三分之一.全省常住人口约５７３万人(据２０１２年

的人口统计),而西宁常住人口就高达到２２２８０万.青海省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和重要的畜牧业生产

基地.全省草原面积３６４４９４万公顷,占全省面积的５３６％.草原载畜量２３００万头,为西宁的乳制品

和羊毛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西宁自古水草丰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发展了独具高原特色的民族

文化,形式和内涵兼容并蓄.
(一)西宁乳制品生产供给特点

１．群落性的乳品加工企业,加工水平精深

近年来,乳制品加工行业通过西宁市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壮大为乳品加工的龙头企业群体,有
效提高了乳品的精深加工度和规模化加工水平.截止２０１３年,全市从事乳品加工的企业达十余家(包
括厂点、小作坊),具备一定加工规模和现代化技术工艺的大型企业有天露、小西牛、青海湖、好朋友等,
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基本满足了本市居民的乳制品消费需求.据«２０１２年中国奶业统计资料»显
示,青海省２０１０年牛奶总产量２６２万吨,２０１１年２７万吨,自２０００年起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２０名.西

宁市主要乳品加工企业(以天露为例)个体日处理原奶１６０吨,主要产品有奶粉、液态奶、酸奶、巴士奶、
乳酸饮料等乳制品种类.自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青海乳制品企业销售收入从２４４亿元增加到５９４亿

元,年均增长率５６１２％,液态奶产量、干乳制品产量逐年均有所增长.

２．乳制品种类多样化,产品形态更新快

西宁乳制品市场上,产品种类丰富多样,从牛奶到酸奶、乳酪、酥油茶、乳酸菌饮料等由新鲜原奶加

工而成的乳制品风味小吃,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喜好,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业已形成相当规模的具有本

民族特色的的乳制品市场.以西宁乳制品龙头企业小西牛为例,至２０１２年为止,目前上市的产品种类

从传统的袋装牛奶,到各种口味的风味牛奶,像果味酸乳饮料、高钙无糖酸乳饮料;还有不同品种的酸

奶,除了主打品牌青海老酸奶以外,另外开发研制了无糖老酸奶、谷物老酸奶、青花瓷老酸奶、红枣酸奶;
以及一系列以奶片、奶酪为主的固态奶小吃.调查显示西宁主要乳品市场已经形成了一种以酸牛奶、液
态奶为主,乳酸饮料、奶片等其他干乳制食品为辅,态势稳定、比例均衡的产品分配机制.

另外,西宁乳制品行业在乳产品包装形态方面紧跟市场信息,各大乳品企业抓住消费者的消费心

理,定期推陈出新乳产品的不同外观形态,保持了消费者消费时的新鲜感.尤其是近年来,各大卖场的

货架上摆出的同一种类乳产品包装更新速度之快,令消费者目不暇接.

３．优质的高原生态牧场,得天独厚的绿色奶源

西宁市奶牛养殖分布在西宁市生态园区、大通、湟源、湟中等区县,这些地区大都集中在湟水谷地.
西宁市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黄河支流湟水上游.地势由北向南倾斜,西北高,东南低,日照长,雨水

少,蒸发量大,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冰冻期长,为黄河湟水谷地暖区.这种地理条件促使大片草地形

成,适宜发展畜牧业.丰富的牧草资源和畜种资源,为西宁市乳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

件.另外,作为全国五大牧区之一的青海省有天然草原面积５４７亿亩,可利用草原面积４４７亿亩,占
全国牧区半牧区可利用草原面积的１４４３％,其拥有的天然可利用的丰富资源是其他地区的乳品行业

没有的优势;海南、黄南、果洛、海西等其他藏族自治州也为西宁乳制品加工企业提供优质的绿色奶源;
平均海拔３５００米以上的半原始高寒草原,严寒的气候和无污染的雪域高原造就了奶源独一无二的质量

优势:零污染、纯净天然、高含量的脂肪和蛋白质,特别是“真正的无抗菌素奶”(简称“无抗奶”),这是内

地其他地方的乳品无法比拟的;另外,饲养量最大、分布最广的藏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品种,存栏数约

５００多万头,居全国之首,占世界总存栏数的三分之一,藏牦牛奶也是西宁乳品行业的瑰宝,其生态和文

化内涵无法复制.
(二)西宁乳制品消费需求特点

１．人均乳制品消费需求大,全国排次历年居高不下

据«２０１２年中国奶业统计资料»收录的数据来看,２０１１年青海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鲜奶２３３６千

克,金额１１３７３元;消费奶粉０１５千克,金额１１９３元;消费酸奶５９３千克,金额４５３０元.２０１１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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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人均购买鲜乳品２２３６千克,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１３７０千克),继上海、宁夏位居全国第三;人均

购买酸奶量５９３千克,消费金额人均４５３０元,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３６７千克、消费金额３３６２元),
排至全国前五名.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权威数据显示,西宁市家庭人均年购买鲜乳品２２１６千克,消费金

额１２３４７元,排名全国第八;购买酸奶量７３２千克,消费金额５９８２元,分别在全国大中城市位居第五

名和第四名.自２０００年至今,西宁市奶类人均占有量和牛奶人均占有量从来没有掉出全国前十,显示

出西宁消费者乳制品需求量十几年高居不下.

２．奶文化历史悠久,人文心理积淀深厚

为目前西宁繁荣的乳制品市场提供消费动力的不仅仅是消费者日常生活对乳制品的需求,更深一

层,来自于作为“软动力”的不可复制的高原文化.有“玉塞咽喉”之称的青海自古水草丰茂,遍地牛羊,
畜牧历史源远流长.乳制品丰富多样,有老酸奶、酥油、干酪、炼乳、灭菌乳等,充满浓厚的地方民族特

色.在公元６４１年唐朝文成公主经过青海湖畔的日月山、倒淌河等地进藏的民间故事中,就有关于酸奶

的记述.在可称之为古代藏族社会百科全书的史诗«格萨尔»当中,也不乏关于酸奶的记载.可见酸奶

在青海问世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总之,乳制品在上千年的流传中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饮食

文化,深厚地融入到了青海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按照当地牧民的饮食习惯,一般很少食用蔬菜和水果,每天喝奶,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饮食传统.

通常青海牧民会把牛奶熬开饮用或制作成酸奶吃,还要从奶里提炼出酥油和奶渣;人体日常所需的热量

除肉外,全部都来自酥油茶和奶渣.青海牧民不仅喝茶离不开酥油,而且要用酥油点灯照明、炸油果子

及调和糌粑,还用酥油作为敬奉神灵的供品,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由来已久的饮食传统,已经作为显

性的文化习惯和潜在的文化心理渗入到高原居民的血脉之中,唤起西宁市民共同的民族认同感.一碗

醇厚的酸奶凝练成高原居民的民族象征,被深深地烙印在悠远的历史记忆里.

三、调研与数据获取

问卷对消费者的乳制品消费行为和消费意向进行一个大致的调查.调查问卷共１３道题.除消费

者基本信息以外,还包括消费者对乳制品的消费频率、消费习惯、影响消费的因素和消费喜好等.而我

们设置这份问卷的目的在于调查本地消费者对于本地乳产品和外地乳产品的消费情况,并通过消费者

消费行为决定因素的调查,探讨本地消费者之所以更喜欢消费本地乳业(或外地乳业)的原因,并对其成

功之处进行思考.

１．抽样与问卷发放

我们共发放了１００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７６份.由于乳制品消费主力在城市,我们便选取了西宁

市居民为抽样对象.调研小组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华联、城北区惠客家、城中区王府井、城西区大百

这四家西宁市最大的超市进行了问卷的发放工作.在发放过程中我们控制了男女比例的平衡.样本年

龄主要选在２０~５０岁之间,考虑到这个年龄的群体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在发放过程中我们采取一对

一发放,完成问卷后现场收回的方式.

２．调研结果(见表１)

四、充分市场竞争促成乳制品优胜劣汰

(一)有限寡头与众多小企业组成合理竞争结构

西宁市乳制品企业主要生产的产品基本为纯牛奶、酸奶两个大类;但另一方面如小西牛率先推出了

碗装的“青海老酸奶”系列,天露公司则生产“尕龙碗青海老酸奶”,每家企业在纯牛奶、酸奶产品方面存

在着一定的差别.另外,乳制品的生产技术门槛相对较低,产品的进入和退出都比较容易.
由于难以直接得到西宁市各个乳制品在本地市场的占有率,因而我们通过抽样调查西宁市消费者对

于几家主要的乳制品品牌的偏好,大致可了解到西宁市乳制品市场的总体情况.图１为消费者尝试过的

本地品牌比例.结合消费者最喜爱的本地品牌比例,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西宁市乳制品品牌市场构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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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抽样问卷统计

调研性别比例

调研年龄分布

饮用乳制品频次

消费者最喜爱的乳制品类别

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

尝试新品牌的可能性

最喜欢消费的本地品牌

最喜欢消费的外地品牌

男 ５５％ 女 ４５％
０~２０岁 ２５．５８％ ２１~４１岁 ５５．８１％
４２~６２岁 １３．９５％ ６３~８３岁 ４．６５％
几乎天天喝 ３６．３６％ 经常喝 ３１．８２％

偶尔喝 ２２．７３％ 很少喝 ９．０９％
纯牛奶 ４１．８６％ 酸牛奶 ４６．５１％ 乳酸饮料 ９．３０％

奶片等副食品 ２．３３％ 其他 ０％
价格 ４．６５％ 品牌 ４４．１９％ 质量 ４６．５１％
包装 ０％ 其他 ４．６５％

认准一个品牌 ３２．５６％ 定期更换品牌 １３．９５％ 乐于尝试新品牌 ３７．２１％
不确定 １６．２８％
小西牛 ３７．５０％ 青海湖 ７．５０％ 康尔素 ７．５０％
阿米雪 ７．５０％ 天露 ２０％ 其他 １７．５０％
好朋友 ０％ 圣湖 ２．５０％
蒙牛 ０％ 伊利 ３％ 光明 ２．５０％
雀巢 ２．５０％ 其他 ９２．５０％

B. 44.19%!"#,

C 9.3$%&. %,

D 41.86. %'#,

E 11.63. %()*,
F 27.91. %+,-,

A 74.42. %./0,

H 18.6012. %,

G 53.4934. %,

图１　尝试过的本地品牌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至少有七家乳制品企业在西宁市占有一定份额.而在这几家乳制品企业中,小
西牛和天露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这两家企业赢得了超过一半消费者的支持.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西宁市乳制品市场基本为一个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在这种市场环

境中,虽然小西牛和天露两家企业具有一定的垄断实力,但不意味着市场缺乏活力,产品质量难以得到

提高.结合西宁市乳制品企业来看,在小西牛率先推出碗装“青海老酸奶”,获得了消费者认可,迅速占

领酸奶市场取得了一定利润之后,天露、青海湖等多家也相继推出了同类的“老酸奶”产品瓜分市场份

额.在短期中,这就迫使每家企业要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就不得不提高产品质量,保证自己的产品在口

味、种类、安全性上领先竞争对手;而从长期来看,这种良性的竞争关系促使当地的乳制品市场的平均质

量越来越高.
另外,西宁市具有垄断实力的几家乳制品企业相对乳制品作坊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西宁市

几家较大的乳制品企业初期大部分为家庭手工式的小作坊,通过差异化的产品获得市场份额,利用取得

的垄断实力,避免恶性价格战,将利润用于技术改造,逐步引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和管理模式,利用技术

优势取得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产品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因此,以小西牛和天露为主要寡头、其他多家企业充分竞争的这一合理的垄断竞争结构,使得西宁

市乳制品市场产生了良性竞争和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促使本地乳制品企业为了获得市场份额,不断提

高产品质量.
(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保证充足竞争活力

市场活力通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消费者更替率鲜被提及,但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其影响深

度和意义逐渐得到“经理人”们的重视.消费者作为市场的终端,他们的需求决定每一个微观竞争主体

的兴衰存亡,消费者对产品更替率的高低不失为一张反映市场活力的晴雨表.为此我们在调研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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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抽样调查统计了西宁市消费者对于乳制品的更替意愿.从表１可看出,明确定期更换品牌和乐于

尝试新品牌的具有高更替率意向的消费者达到了５１１６％,远远超过了认准一个品牌的具有较低更

替率的消费者(３２５６％).由于西宁市大部分消费者属于高更替率消费者,因而市场竞争加剧,充满

了活力.
在消费选择方面,主要影响因素为质量和品牌,分别占到了４６５１％和４４１９％.可见消费者最看

重的还是质量.对品牌的选择基于一种信任,而信任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可以落脚在质量上.在对统计

结果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本地居民对乳制品的总体评价还是相对较高的.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

比较都可以突出这一结论.在食品类中对乳制品的评价较高;在横向比较其他省份的乳制品总体满意

度和安全性后,也得出相应的结论.本地的乳制品质量具有明显的优势,也不难看出在开放经济中,本
地乳制品得以生根立足的原因.西宁几家较大的乳制品企业面对西宁充满活力的乳制品市场,不得不

严把安全关,并不断实现产品的多样性,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本地企业以１００％
的安全性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小西牛企业在“青海老酸奶”产品遭到大量模仿后,及时推出了“青
花瓷老酸奶”“无糖老酸奶”“藏之谷物老酸奶”等进一步细分市场,实现产品的差异化,全面提高了产

品质量.
(三)独特地缘优势形成稳定竞争环境

提及青海乳制品产业的发展优势,有三方面地缘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地理环境、当地乳制品企业

管理、品牌忠诚度高的消费者.

１．得天独厚的地区优势提供优质奶源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部,境内草原辽阔、牧草肥美,实际草原面积为３６００余万公顷,可利用草场

面积为３１６０万公顷.畜牧业是青海牧区的主体经济、农区的支柱产业,也是青海省的优势资源之一,在
青海省的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乳源上,青海拥有自己独特的“高原瑰宝”牦牛.母牦牛可日产

奶１５~２千克,为当地黄牛的３倍,在青海８０％以上的乳制品是用牦牛奶制作,奶汁浓稠,极富营养.
而对于当地享誉盛名的“小西牛生物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小西牛公司”)来说,提供奶汁浓

稠、营养丰富的牦牛奶,则成为其稳据省内市场、抵制外省乳制品产业威胁的不二法宝.该公司针对得

天独厚的高原地理优势,除推出适销对路的牦牛老酸奶之外,还根据其独特的高寒气候特点,在牦牛奶

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牦牛青稞酸奶.此外,乳制品生产加工企业采用从农户手中收购鲜奶、机械无菌处

理并定期送交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审查的方式,向广大市民提供放心奶.目前,为了扩大市场,“小西牛公

司”已在西宁市生产基地新扩建１２０亩土地,以扩大厂区规模,进一步提升产能.

２．血脉相承的本土企业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

在青海省境内,不论是“小西牛公司”,还是当地的“天露乳业”、“青海湖乳业”,其健康稳定的发展离

不开企业扎根本土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
青海省境内的乳制品产业主要是针对于省内市场进行销售,并不实行面向全国“广撒网”的销售策

略,他们的主要消费群体就是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当地人.这样的营销策略和消费群体,在一定程度上

加强了他们对于行业自身经营管理的自律性.产品一旦卖出,就会立竿见影地在周边地区的市场上产

生反响,然后可以立即针对产生的市场影响作出迅速反应,调整策略,可谓是“船小好调头”;而对一些规

模大、销售范围广的乳制品企业来说,由于产量大、消费者分布地区广,使得产品一经销售,便很难在短

时间内根据反馈小范围再次调整策略.
也正是由于是本地区自己的乳制品企业,在青海当地土生土长,与青海当地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

“小西牛”“天露”“青海湖”等本土企业对于本地区消费者报以更多的地域关照.这样的情感因素驱使他

们身体力行承担社会责任,为“家乡人”提供更多营养丰富的优质奶制品.

３．忠实的本地消费者群体

图２为西宁市市民购买乳制品的选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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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消费者购买乳制品选择倾向
　

　　在这项民意测验中,占总测验人数８７５％的消费者均选择当地品牌的乳制品、１２５％的消费者会

购买省外乳制品.这说明在西宁市内,大部分消费者更加青睐于购买本地区乳制品.
调研过程中显示西宁本地消费者对本地区的乳制品品牌具有很高的忠诚度.
喜欢本地乳制品的人占到了８７５％,而喜欢这些本地品牌的原因主要是对产品安全放心,觉得口

味好,分别占到了４８８４％、３７２１％,可以将这两个指标概括为对质量的衡量.这一系列的数据都可以

说明,当地乳制品在质量上的优势成为它们成功的很重要原因.
图３显示了西宁消费者选择本地品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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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消费者选择本地品牌的原因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除了３７２０％的消费者考虑口味好,６８９％的消费者考虑价格便宜,４６５％的

消费者考虑品牌影响力,２３３％的消费者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外,剩下的４８８４％的消费者是基于对于乳

品质量的信任而进行购买.
消费者由于长期生活在青海当地,基于对本地区环境特色的了解,对本土出产的乳制品产品质量比

较放心;再加上当地的乳制品业推出的产品充分利用当地的环境资源优势,开发特有的乳制品产品,比
如掺杂青稞粒和红枣的酸牛奶,口感上也更加符合青海当地人的需求;与此同时,青海当地的乳制品由

于其产、销同地、同时,一方面可以保证乳品的新鲜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销售时相应降低由于运费带

来的花销,物美价廉,赢得了青海当地消费者较高的品牌信赖和品牌忠诚度.
(四)政府的有效监管为竞争充当“守夜人”
除了奶源和市场成为促进西宁市乳制品产业稳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外,有效的政府监控也同样不

容忽视.而政府得以实现有效监控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西宁市场范围小而稳定,促成了政府对于乳制品行业的有效监管.管理企业基数小,是西宁

市政府监管的主要现状.西宁市主要的乳制品产业由“小西牛”“青海湖”“天露”等几家较大的民营企业

构成.每隔一段时间,几家企业便各自将乳品分别送交质量监管部门审核.２００８年前后,在审核的牛

奶中,“青海湖”乳业查出只有１５％的牛奶合格.这样的结果不仅仅对于企业来讲是一种打击,奶源不

合格,企业所得利润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地政府的税收.这样的检验结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并不是指西宁市当地的乳制品质量低劣,而是侧面反映了政府相关部门对于乳制品质量的严要求和高

标准,之后国内发生的乳制品风波便是力证.不久后,“三聚氰胺”事件和“工业明胶”的事件接踵而至,
西宁乳制品行业虽然也受到一些舆论的压力与影响,销售量曾一度下滑;但令人感到庆幸的是,这接连

两场将“三鹿”企业拉下水,使“蒙牛”饱受诟病的风波,并没有使西宁任何一家乳制品企业名誉受到损

毁.甚至在风波过后,“青海湖乳业公司”以其达标的质量,使得销量增长３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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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小范围垂直、直接管理的方式,使得政府能够有足够的精力监管眼下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而
不是像国内蒙牛、伊利等大型国企,管理层级多、分支复杂,管理权力交叉,监管力度不到位;,从而使省

内乳制品产业立于不败之地有了进一步的保障,就像是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确保省内乳品行业得以在严

格规范内有条不紊地运行.
第二,优质奶源是其实现有效监控的前提.西宁地处高寒地区,坐拥天然牦牛奶源,从源头上已把

好第一道关卡.政府无须过分担心由于牛奶质量不过关而带来的安全隐患,他们只是着力规范奶品的

灭菌、加工等流程及奶源基地的建设.西宁市当地的乳制品产业曾在全国占据优势地位,但是一度因为

工业的革新与发展,草场的减少,奶量不足而逐渐失去其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内蒙乳业开始在国内叱咤

风云,西宁乳制品产业却开始一蹶不振甚至几近销声匿迹.后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包括西

宁在内的西北地区的畜牧业,尤其是为奶业发展带来了机遇.随着各级政府的引导和市场的拉动,养殖

小区和机械化挤奶站应运而生.同时,政府提出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方针,扩大了畜牧业的开发力度.
草多了,牛多了,奶源自然就充足了,这也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奶荒”问题,为乳制品产业的发展打好了

稳定的基础.不得不承认,政府在奶源的问题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２００２年的“青洽会”上,西宁

市政府将西宁乳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因此,西宁的乳制品企业要积极利用政府的支持,依靠西

宁辽阔的牧场、众多的牧民、独具特色的工艺,创出西宁乳业的品牌.在乳源的问题上,西宁的乳制品企

业依靠政府力量防止奶源外流,从而也保证了西宁市内奶源的单纯性和高品质.加之当地大型乳品加

工企业逐步做大做强,无一不为奶业发展提供了机会.因而,当地奶牛养殖、奶类生产及牛奶消费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

五、总结

近年来乳制品质量安全事件不断发生,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威胁了人民的健康.这也使消费

者对乳制品质量方面的关注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在屡次发生乳制品安全事件引起消费者恐慌的时

候,西宁市的乳制品却脱颖而出,且一直深受当地人的欢迎.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市场竞争是促成西宁市乳制品质量较好的原因.形成西宁市市场竞争的四个

因素:①有限寡头与众多小企业组成合理竞争结构;②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保证充足竞争活力;③独特地

缘优势形成稳定竞争环境;④政府的有效监管为竞争充当“守夜人”.
针对这个调研结果,提出了改进我国乳制品质量的建议:
第一,我国各地区可适当发展数量有限的、有一定规模的、小市场范围的适应本地基本情况的本地

企业.这样,一来政府对企业可以形成有效监管;二来由于血脉相承的本土企业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

感,使企业在质量方面严加把关;再者,可通过提升乳制品企业有效的市场竞争力来提升乳制品的质量.
第二,乳制品的质量安全追溯到源头是奶源的质量控制,建议高度重视奶牛养殖模式,引导各乳制

品企业因地制宜,采取科学的养殖模式,来确保奶源质量安全.
第三,消费者作为市场的终端,他们的需求决定每一个微观竞争主体的兴衰存亡.毋庸置疑,乳制

品企业应该以身作则,加强乳制品各方面的监管,完善管理制度,建立起消费者对本品牌和企业的商业

信任.
第四,政府的有力监管在保证乳制品质量方面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一次审核并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乳品安全的问题,建议政府应该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不定期地进行突击检查和审核,继续加大打击

力度,淘汰不合格的企业,让乳制品生产企业时刻保持安全防范意识,减少不安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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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MakesGoodQualityofDairyProducts:
XiningDairyQualitySurveyReport

LiuWenhui,ZhuTinge,LiuHanlin,WangDanshuandSunYue
(WuhanUniversity)

Abstract:XiningasthecapitalcityofQinghaiprovince,islocatedintheplateau．Endowedby
geogaphicaladvantages,ithasdeveopedhighqualitydairyeconomywithnationalcharcteristics．By
analysingthelocaldairyproductmarket,wefindthatwhatcontributetovirtuouscircleofXinings
dairyindustryisnotonlytheadvantageinproductionsupplyand milkconsumptionpsychological
accumulationformedbyprofoundculturaltraditions,butalsotheexcellentdairyquality,whichisdue
toXiningCityDairyoligarchyandnumeroussmallenterprisesconstitutereasonable marketcompetiton
structure,freedomofchoiceforconsumerstoensureadequateenergyandtheeffctiveregulationof
government．

KeyWords:QualityofDairyProducts;CompetitonMechanism;EffctiveRegulationofGovernment;

X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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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辉等:市场竞争造就乳制品好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