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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椰拿铁、生椰斑兰、生椰椰冻……
喜欢喝奶茶的海口市民吴晓筱注意到，
近年来，在城市各类奶茶店、咖啡店，椰
子元素越来越常见，其中生椰口味新品
深受年轻消费者欢迎。

一份来自行业分析的《2022中国饮
品行业产品报告》显示：在取样的40个
茶饮品牌中，统计水果使用具体情况，椰
子的使用频次占据首位。40个统计品
牌中，有37个推出了椰子元素产品。

往前追溯，2020年8月，茶饮品牌喜
茶上线生打椰系列饮品。根据《喜茶
2020年度报告》，生打椰椰奶冻进入当
年喜茶新品销量第五名。这也让整个茶
饮行业看到了椰子的广泛应用前景，此
后诸多品牌陆续用上了椰子原料。

2021年3月，瑞幸咖啡正式推广新
品生椰拿铁，没想到上市1个月便卖了
1000万杯，成为当季爆款饮品。

不过，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生椰系
列饮品成“网红”爆款的背后，有一家海
南本土椰子深加工企业——文昌南椰多
年的默默坚持和努力。

“70后”吴启星是文昌南椰的第二代
创业者。为推出创新产品，他申请注册了
文昌南椰的子品牌海南椰萃。生椰乳便
是海南椰萃研发的第一个新品。

“海南文昌是远近闻名的椰子之乡，
我想改变人们对海南椰子产品的传统印
象，让人们品尝到真正新鲜生椰的味道，

基于我们有20多年深耕椰子产业的经
验，也基于我国冷链运输系统的完善，所
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吴启星说，
生椰乳由不同月龄的椰子水、椰肉拼配
生榨而成，再利用冷冻锁鲜技术贮存，可
以最大限度保留椰子的营养和“天然生
味”的口感。

2017 年，海南椰萃曾在三亚投资
100万元开了一家测试门店，上架了招
牌生椰乳，以及椰乳咖啡、可可椰乳等
新式饮品，店里其他饮品制作需要用到
的纯净水也全部换成椰子水。店内产
品标价在20元至30元之间，明显高于
市场一般饮品的价格，但消费者反馈却
非常好。

“有年轻的母亲买给孩子喝，也有健
身的年轻人一下子买好多瓶。”海南椰萃
工作人员为此感到惊喜。

经过两年的门店测试，吴启星正式
将生椰乳样品送给各企业，并于2019年
4月，携海南椰萃品牌亮相Hotelex上
海国际酒店及餐饮业博览会，得到多方
认可。此后，国内各大饮品品牌相继推
出生椰系列产品，海南椰元素迈向全国。

说起椰乳与咖啡的结合，也与海南
的文化历史颇有渊源。

受南洋返琼华侨的生活习惯影响，
咖啡消费在海南一直有大众市场。但由
于海南咖啡豆的咖啡因含量高达2%-
4.5%，比普通咖啡豆平均1%的咖啡因
含量更高，加上特有的烘焙方式，制成的
咖啡常需加入牛奶或炼乳来调和苦味。
而椰子同样含有脂肪与蛋白质，吴启星
想到用生椰乳代替牛奶，与咖啡结合。
这一想法不仅开创了文昌南椰的新品
类，也带动了椰子饮品的更新迭代。

此外，源于海南文昌的椰子油品牌
三禾椰娘，近年来也不断推陈出新，在月
饼、粽子等传统美食中加入椰元素，收获
了一众粉丝，产品常常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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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椰子产品又上
新了。

近日，许多海南人注
意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
出现了一组特别的海报：
海南椰子品牌春光食品
连发26条“郑重声明”，
宣布新品椰汁面世。其
机智、幽默的文案，让人
们对这个有26年历史的
海南椰子老品牌感到耳
目一新。

实际上，不止春光食
品，在这一波椰子饮品营
销“出圈”前，海南椰子产
业已有了新风向——紧
跟年轻群体消费需求的
生椰饮品走俏市场，椰子
油、椰子口红、椰子面膜、
椰壳活性炭等健康、时尚
产品亦不断推陈出新。

研发新产品、开辟新
市场，海南做大、做强椰
子产业，或许正迎来天
时、地利、人和。

尽管围绕椰子开发出了这么多新
品，不少人对海南椰子产品的印象，还是
椰子糖、椰子汁、椰子粉“老三样”。有人
说，缺乏营销理念和手段，是海南椰子企
业的短板。

果真如此吗？实不尽然。春光
食品 26 条声明一发布，大家忽然发
现，原来海南椰子不仅产品卖得好，
在互联网圈层的营销也可以让人眼
前一亮。

例如，网上传言春光食品要产椰汁，
声明回应：“自信点，把传言去掉。”

有网友质疑椰汁兑水，声明则直接
回应：“确实兑了一些水，兑的椰子水。”

有人说春光椰汁是炒出来的，声明
就承诺：“是鲜榨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
不信你来工厂看。”

面对“别人做了 30 多年椰汁，你
们会不会有点晚”的质疑，声明则幽
默回答：“好喝的椰汁，早喝晚喝都
好喝。”

……
这波营销文案，既有创意，又戳中网

友的“嗨点”，还有对工厂生产原料、生产
规模、生产线等品牌细节的自信植入，赢
得了一波年轻受众的好感。

营销海报一出，社交平台上网友纷
纷带话题讨论，短短一天时间里，阅读次
数7717.3万次，讨论次数2.7万次。

决定在椰汁这条传统“赛道”上

推出新品，春光食品做了些功课。“我
们针对年轻消费者进行了大量的市
场调研，发现很多人对健康饮品十分
渴望，所以，抓住饮品健康化这一趋
势，我们重点研发了减糖和‘0 糖’产
品。”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助理严欣表示。

这波椰子饮品营销收获成效，背后
也有“天时”的推动。如今，以“95后”

“00后”为代表的“Z世代”消费者正式
步入社会，健康、品质消费成为市场主
旋律。“天然”“营养”“健康”正成为各类
饮品的主要卖点，植物蛋白饮料因而颇
受欢迎。

有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植物蛋
白饮料市场增速高达800%，远超其他
饮料品类。在喜茶、瑞幸等茶饮品牌的
推动下，椰子饮品在2021年成为饮品
界的健康和潮流选择。

除了推出椰汁新品之外，春光食品
还将椰元素融入零食产品中，研发出椰
子脆片、椰子曲奇、椰子棒棒糖等多款椰
味零食。

在不断开发新口味的同时，开网
店、邀请“网红”直播带货、紧跟“国
潮”风开发“海南范”周边文创产品、
大量开办线下品牌店并入驻机场、市
区的免税店……春光食品在线上线下
的多元营销方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的关注。

位于文昌市龙楼镇的春光食品椰汁
工厂，今年春节以来一直处于忙碌状
态。一批自国外进口的先进生产设备陆
续试投产运行。

椰子素来是海南的一张特色文化名
片，在海南已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
种植面积占全国椰子种植面积的99%，
年产椰子2.6亿个。尽管如此，国内椰子
市场需求巨大，近90%的椰子产品原料
仍然依靠进口。

既然原材料基本都靠进口，是否意
味着海南发展椰子产业不具优势？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春光不这么认为。他透露，得益于今
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东南亚国家的椰子相关
制品被纳入免关税范畴，国内包括春
光食品在内的很多椰子加工企业，都
直接在东南亚国家租地，种植椰子直
供国内。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加快推进，海
南发展壮大椰子产业还多了政策优势
——不少椰子加工企业享受到了“零关
税”政策的红利。

“看，这套进口的灭菌设备，可在0.1
秒内瞬时达到灭菌温度，远远领先于国
内大多数厂家灭菌需要75秒的时效，最
大程度保持产品的营养成分和新鲜口
感。”黄春光指着椰汁工厂的一套设备介
绍道，这套价值4280万元的进口设备，
被减免了税费398万元。

从生产原料到生产设备的免关税福
利，让海南椰子加工企业充满了干劲。

黄春光说，此次春光食品以文昌为
工厂基地，投资数亿元建设椰汁生产线，
有了更好的生产设备，从原料到加工成
成品仅需1小时，最大程度保留椰汁本
真的味道。

此外，海南椰子产业具备全产业链

发展优势，已是业内共识。用吴启星的
话说，就是“一颗椰子来到文昌，一点渣
都不会浪费”。譬如椰肉和椰子水用于
生产生椰乳，椰壳被用来做椰雕工艺品
或制作成活性炭，椰棕则被用于制作床
垫。全产业链开发，无形中为企业节约
了许多成本。

另一重不容忽视的优势是，海南文
昌是著名的椰子之乡。“这里有独特的生
态景观和深厚的椰子文化，人们爱惜椰
子，也最懂椰子，所以这里有椰子品牌成
长的文化土壤。”黄春光说。

就在毗邻文昌东郊椰林的清澜大
桥桥头，有一座以展示海南椰雕文化
为主的展览馆，可以让人集中感受文
昌的椰乡文化。展览馆内，陈设了各
类精美的椰雕工艺品，还有琳琅满目
的椰子类产品，例如椰子油、椰味食
品、椰壳活性炭，还有用椰子制作的各
类化妆品和护肤品，例如椰子口红、面
膜、精华乳等。

“海南有深厚的椰乡文化，更有建
设自贸港的便利条件，吸引椰子产业集
聚，也将是椰乡文化影响力的一部分。”
海南椰雕文化展览馆负责人王娟表示。

当然，光有技术、政策、产业聚集和
文化的优势还不够，想要真正做大做强
海南椰子产业，还需要更多创新的产品
和现代发展理念。

“百花齐放才是真正的春天。”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张玉锋表示，在海南自贸港“零关
税”政策下，海南椰子企业既要充分发
挥优势，也要进一步整合东南亚海外
资源，以全球优质热带农产品为原辅
料，做大做强食品加工业、食品零售和
服务业、“旅游+”产业，实现三产融合
创新发展。

（本报文城3月15日电）

原材料靠进口没有发展优势？
No！自贸港政策叠加RCEP，吹起全产业链发展东风3

“老字号”不懂现代营销？
No！“种草”文案迅速走红，老牌企业成互联网弄潮儿2

椰子产品还是传统味道？
No！生椰口味悄然走红，混搭咖啡、可可颇受欢迎1

椰元素在饮品界
流行起来

海南椰子加工企业车间内正在生产椰味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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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货主播正在介绍海南椰子油产品。

本版图片除注明外均由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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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肉和椰子水
用于加工食品

椰壳可做椰雕工艺品、活性炭

椰棕可制作床垫

海南椰子产业
已具备全产业链

发展优势

2020年
国内植物蛋白饮料市场增速达800%
2021年
椰子饮品成为国内饮品界的健康和潮流选择

2022年
中国饮品行业产品报告显示
在取样的40个茶饮品牌中

有37个品牌上新了椰子元素产品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