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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师傅集团定位 
实体经济下，面向中国食品饮料制造/分销的品牌公司 

•以满足城镇化原/新世代消费者所需 为巩固生意的根本 

•以服务中产阶级/新农村的消费需求 为增长的核心  

•以导入客户服务/伙伴合作共赢体系 为成功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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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1992 1996 1999 2005 2012 2014 201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0 入选UNDP
可持续发展报告

优秀案例 

天津顶益成立 

第1家方便面 
工厂成立 

饮品事业成立 
糕饼事业成立 

IP0 
0322.HK 
香港上市 

三洋战略联盟 

朝日合作 

百事可乐战略联盟 
百事饮品事业成立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战略合作 

上海运筹中心成立 

星巴克 
战略合作 

中国航天事业 
合作伙伴 

 新华社 
“民族品牌” 

传播工程 

体育总局冬运中心 
运动营养膳食合作伙伴 

2020年 康师傅总营收达 

676亿人民币 

移入式创新的机会财 全球伙伴合作的创新财 世代交替 区域伙伴合作的管理财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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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信息   

more inform 

集团收益 
（10年增长） 

员工数 
（2020年） 

 
60654人 

主营业务 
 

方便面 
饮品 
糕饼 

 
+54% 

家庭渗透85% 
中国食品饮料行业第一 

kantar《全球品牌足迹报告(中国排名)》 

消费者满足 
生产基地 

 
生产据点：86 
生产线：584 
营业所：365 

60654 

2019年 经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康师傅以2018年3,530,100,000升（超过35.3亿升）的零售量荣
获“即饮茶零售量世界纪录”。以5,019,200,000美元保持了年度方便面销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家庭渗透率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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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面市占率 （销量） 

主要产品系列 

生产据点 

14 

康师傅方便面事业   

（Source :  Nielson Y2020 ） 

2020年全年本集團方便麵事業收益為295.10億人民幣，同比成長16.64%; 

方便面市占率 其他 

46.3% 

226.202 239.17 253.00 
295.1 

4.91% 5.73%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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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品市占率（销量） 

包装水 

主要产品系列    

饮品事业 

 饮料工厂 

 水工厂 

生产据点 

72 

果汁 咖啡型饮料 

即饮茶 

（Source :  Nielson Y2020  ） 

咖啡、乳饮 功能饮料 

即饮茶          包装水 果汁 碳酸饮料 

2020年全年飲品事業整體收益為372.80億人民幣，同比成長4.72% 

17.3% 

5.7% 

12% 

43.6% 

347.543 

353.13 
356.00 

372.8 

6.96% 

1.61%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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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系列 

（Source :  Nielson Y2020  MT 通路） 

 

蛋酥卷市占率（销额） 夹心饼干市占率（销额） 

蛋酥卷、 3+2苏打夹心饼干、甜/咸酥夹心饼干、妙芙蛋糕、点心等 星冰乐 

主要产品系列 

星倍醇 

即饮咖啡市占率（销额） 

咖啡味、摩卡味、醇香焦糖味、 

香草味、红茶味、抹茶味 

经典浓郁咖啡、黑醇摩卡咖啡、 

经典美式咖啡、焦香玛奇朵咖啡 

（Source: Nielsen Y2020  MT 通路） 

糕饼事业部和星巴克事业部 

星巴克即饮咖啡 
市占率（销额） 

6.8% 23.2% 10.1%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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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航天食品科技 民族品牌传播工程 

上海交通大学 斯坦福大学 早稻田大学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战略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伙伴 数据、内容、电商平台交流 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 NBA中国赛 首要饮品供应商 

世界方便面协会 中国饮料工业协会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北京大学 

合作共赢 

数据、内容、电商平台交流 

国家体育总局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哈佛大学 沃顿商学院 

数据、内容、电商平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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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建设 

“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中国食品安全法 

1. 康师傅对食品安全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2. 采用科学的方法加强食安管控 

3. 持续改进提升食安水准 

食安中心获得中国 CNAS实验室 能力资格 

每年食品安全监控指标超过 1500项 

全年质量指标检验超过 350万次 

食安管理 

全部常规运营工厂均满足 ISO22000 等食安管理体系要求 

食安体系认证 

导入前 FDA 专家国际级供应链评估系统 

推广 全自动无人化生产线 

可追溯管理 

  食安科普 
连续4年 独家支持【食品安全科普创新公益大赛】 

参赛学生覆盖 200所高校 

近 20,000名 高校学生参加创作 

活动影响覆盖达 10,000,000人 

共举办 64场 高校食安活动， 

连续获得10届“中国食品安全十强企业”嘉荣 

航天精神中华行，水教育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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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奥运 

2016.8  里约面馆 

2018.2  平昌面馆 

2019.5  体育总局冬运中心 

运动营养膳食合作伙伴 

 

支持女排：朱婷安心陪伴 

马拉松营养膳食支持 

康师傅圆梦奖学金计划 

支持国内优秀学生前往国外交换学习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与美国哈佛大学签订国际研究与领袖

潜力人才培育合作协议 

哈佛大学学生实习与交流 

斯坦福大学MBA学生交流 

与早稻田大学联合打造国际化产学研

平台 

与沃顿商学院进行企业数字化战略合

作 

CSR/助力三农 CSR/体育公益 CSR/节能环保 CSR/教育支持 CSR/急难救助 

高校合作开展“农作物 

主动保障体系”研究 

每年通过原物料采购使

4000万农民受益 

 

建设“康巴诺尔友好蔬菜

基地”，辅导供应商，源

头管控食安 

工厂实行节能改造项目 

吨产量能源消耗量同比2019： 

2020年度节能5% 

2020年度节水2% 

2020年度减碳4% 

 

康百联盟旗下工厂获得 

31家节水优秀企业奖  

34家节能优秀企业奖 

首创“急难救助车” 

随时驰援受灾地区 

 

员工志愿者队伍深入灾区 

 

捐助方便面、饮用水等救灾物

资 

全国抗疫后勤物资保障 

企业社会责任 



©2021 Tingyi(Cayman islands)Holding Corp., All right reserved. 

康师傅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康师傅入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践调研报告》优秀案例 

基于康师傅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多年努力和落实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突出表现，康师傅案例入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发布的《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践调研报告》。 康师傅缔结伙伴关系、共享领先食安技术获得认可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英文为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是后2015发展议程的目标，将在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之后继续指导

2015-2030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工作。目标共包含“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以及“促进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

分的生产性就业，促进人人有体面工作”等17项内容，涵盖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要求和指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简称 UNDP）是联合国最大的负责全球发展的机构，也

是世界上最大的负责全球范围内技术援助的多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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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向好”理念  

1. 背景及目的 

以善向好，是指企业通过开展对环境和社会有益的可持续发展行动，带来长远业绩绩效的提升。 
 
在中国尚无一个明显的组织机构来明确把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绩效做连接继而推动可持续发展 

 
康师傅作为食品饮料行业领军企业，累积多年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和努力，并借由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报告为契机，希望能够旗帜鲜明地推动以善向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带动全社会各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可持
续发展行动。与此同时体现康师傅对环境和社会的贡献。 

 
康师傅联合新华社、PWC、以及其他媒体机构等，通过媒体传播、论坛等形式，联合更多企业、机构
开展对于本议题的推广。 

2. “以善向好”：两大基本、五大提升、实现五心 

“以善向好”对企业来讲是基于“两大基本”，即企业安全经营和企业价值观打造；通过“五大提升”，

即产品品质、价值链、环境保护、以人为本、社区投资五大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努力，达成“五心”即通过

企业的用心，合作伙伴的安心、消费者的开心，让政府领导部门放心，并激发更多企业与个人投入可持续

发展的热心，与此同时也带来企业业绩的提升、为基业长青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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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师傅“以善向好”可持续发展线上论坛 

康师傅：”企业可持续，就是业绩增长率“、”可持续发展不是成本，而是效益“ 

各大企业积极响应“以善向好”理念 

9月16日，由民族品牌工程入选企业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发起，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办公室支持的“以善向好-可持续发展在线论坛”召

开。作为民族品牌之一，康师傅积极推广“以善向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北控城市资源集团、亿滋中国、星展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小米集团、李宁集团、北控水务集团等企业纷纷表示将全力支持和响应“以善向好”理念，通过各项行动将企业可持续发展落到实处，为全

面实现小康社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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