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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巢公司第一季度销售：有机增长 4.4%，全年走势已确定 
 销售额为 209 亿瑞士法郎（以下简称瑞郎） 

 

 有机增长 4.4%，实际内部增长 1.9% 

 发达市场有机增长 2.5%，新兴市场有机增长 6.7% 

 全年走势已确定：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有机增长约 5%，提高利润率以及按固定汇率货

币计算的每股收益，同时提升资本效益获得 

 
雀巢集团首席执行官保罗•薄凯表示:“ 在实际内部增长和定价策略的带动下，我
们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增长符合预期。雀巢饮用水和其他业务在欧洲、中东和北非
区有着较好的表现。我们将继续努力恢复亚大非区以及北美地区的业务发展势头，
并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带动全年销售额的增长。我们的全年走势已确定：目标是实
现有机增长约 5%，提高利润率以及按固定汇率货币计算的每股收益，同时提升资
本效益。” 

 
业务回顾 

 
2015 年第一季度，有机增长 4.4%，其中包括 1.9% 的实际内部增长和 2.5% 的定
价贡献。销售增长 0.5%，至 209 亿瑞郎，受到汇率变化产生的 -4.5% 的负面影响。
收购（扣除资产剥离）为销售额贡献了 0.6%。 

 

2015 年，我们在各个地区持续增长：美洲区实现 5.6% 的增长，欧洲、中东和北

非区为 4.5%，亚洲、大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区为 2.2%。发达市场增长 2.5%，

在新兴市场增长 6.7%。 

 

美洲区 
销售额 58 亿瑞郎，有机增长 3.7%，实际内部增长 -0.2% 

 

 北美地区年初增长缓慢。冷冻食品类形势持续挑战，尤其是 Lean Cuisine。
我们已采取行动重新定位品牌，努力解决营销组合各方面的因素，增强产品
与消费者的关联性。我们预计这些措施将在年内恢复冷冻食品类增长的势头。
北美地区的增长包括咖啡伴侣、冰淇淋超高端产品和点心的增长，以及巧克
力豆和冷藏曲奇甜点等创新产品带来的烘焙产品的增长。宠物食品在产品线
扩展以及新产品的推广方面卓有成效，包括 Beyond、Purina ONE 和 Tidy 
Cats 猫砂产品。 

 

 不断恶化的宏观经济环境对拉丁美洲地区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多
个市场的定价需要考虑到通胀压力。在巴西，奶制品销售疲软，糖果实现了



良好的增长，其中奇巧、点心类以及雀巢咖啡多趣酷思取得强劲增长。可可
和麦芽饮料也为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在墨西哥地区，速溶咖啡和糖果为增
长做出了有力贡献。康多乐、冠能 和 Cat Chow  帮助该地区的宠物食品实
现了两位数的强劲增长。 
 

欧洲、中东和北非区 

 
销售额 39 亿瑞郎，有机增长 5.3%，实际内部增长 3.9% 
 

 该地区的各方面业务增长强劲。其中Felix、Purina  ONE 和 Gourmet 等宠
物食品增长最为显著。在提前庆祝复活节的带动下，雀巢咖啡多趣酷思、烹
调品和糖果类产品在该地区均实现良好增长。产品定价对东欧和土耳其的销
售有一定影响。 

 
 尽管瑞士和希腊年初增长缓慢，但大多数西欧市场表现良好。  

 
 在中欧和东欧，尽管承受着通胀压力，但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仍取

得了良好增长。  
 

 中东和北非地区取得稳健增长，土耳其地区的速溶咖啡增长强劲，尽管伊
拉克和也门地区形势严峻，但中东地区仍然表现良好。 

 
亚大非区 
 
销售额 36 亿瑞郎，有机增长 -0.2%，实际内部增长 -2.3% 
 
 

 如预期的那样，该地区年初的增长缓慢，主要受中国的影响。我们所采取的
对产品的改良、创新、改进市场沟通及分销等行动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另
外，也与尼日利亚增长缓慢有关。 

 
 马来西亚地区的Nescafé Blend & Brew 和 KitKat Rubies  等创新产品，中

国银鹭公司生产的醇系列优质蛋白饮料，以及持续推广的 Nestlé Milo  
Activ-Go 产品为新兴市场的销售增长奠定了基础。 

 
 我们的高端业务总体上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由于产品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

以及奇巧持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日本地区也实现显著增长。 
 
雀巢饮用水 
 
销售额 17 亿瑞郎，有机增长 7.3%，实际内部增长 7.5% 
 
 

 雀巢饮用水在全部三个地区继续取得有机增长和实际内部增长。在新兴市场
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并在发达市场实现了个位数增长。 

 
 雀巢优活进一步加速增长。高端国际品牌 巴黎水 和 圣培露在北美、欧洲和



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保持良好增长的势头。在本地品牌当中，土耳其的Erikli、
沙特阿拉伯的 Al Manhal 、英国的 Buxton  和中国的云南山泉增长强劲。 

 
雀巢营养 
 
销售额 26 亿瑞郎，有机增长 4.3%，实际内部增长 1.3% 
 

 在与中东、非洲和俄罗斯等活跃市场的对比下，雀巢营养年初相对增长缓慢。
在亚洲和墨西哥地区雀巢营养也有着不错的表现。受高端品牌启赋和 S-26 
金装系列产品以及地理拓展的影响，惠氏婴儿营养在婴儿配方奶粉和成长奶
粉方面增长强劲。婴儿米粉在美国、东南亚和印度地区也表现良好。袋装的
食品和饮料都有着不错的表现。 

 
其他业务 
 
销售额 33 亿瑞郎，有机增长 8.1%，实际内部增长 5.9% 
 

 雀巢专业餐饮年初表现良好，食品与饮料业务实现均衡增长。亚洲、拉丁
美洲以及东欧的新兴市场对业务增长有突出贡献。 

 
 奈斯派索通过在机器和服务方面进行创新并扩大超高端咖啡品类等方式，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实现持续增长。并且，奈斯派索将继续向国际市场扩展。 
 
 雀巢健康科学集团在其三个业务领域均实现了有力的销售增长；消费者保

健、医学营养和新型营养治疗均有所贡献。欧洲和中国市场均表现良好。主
要的增长来自 Vitaflo 产品系列、儿童抗敏系列中的恩敏舒产品、北美地区
的 Boost  营养棒和欧洲地区的 Meritene。 

 
 雀巢皮肤健康公司各业务持续稳健增长，在美洲和亚洲地区有强劲表现。

在伊维菌素霜（Soolantra ）产品（一般用于治疗红斑痤疮）推出的带动下，
处方产品业务实现了增长。北美地区对去年收购的关键皮肤美容产品进行商
业化推广，这对实现强劲增长有着重要贡献。 

 
 

展望 
 
我们的全年走势已确定：我们仍注重长期的业务发展以及夯实未来发展的基础，我
们的目标是实现有机增长约 5%，提高利润率以及按固定汇率货币计算的每股收益，
同时提升资本效益。 
 
联系人           媒体             Robin Tickle           电话：+41 21 924 22 00 
                      投资者         Steffen Kindler        电话： +41 21 924 35 09 
 

  



附录 

2015 年第一季度销售概览 

 
2015 年 1-3 月 

销售额 

（百万瑞郎）  

2014 年 1-3 月 

销售额 

（百万瑞郎）

（*） 

2015 年 1-3 月 

有机增长 

（%）  

2015 年 1-3 月 

实际内部增长 

（%）  

按经营划分 

- 美洲地区  5’844 5’888 +3.7 -0.2 

- 欧洲、中东和

北非区(a) 
3’910 4’227 +5.3 +3.9 

- 亚大非地区  3’574 3’571 -0.2 -2.3 

雀巢饮用水  1’697 1’603 +7.3 +7.5 

雀巢营养 2’631 2’613 +4.3 +1.3 

其他业务(b) 3’262 2’920 +8.1 +5.9 

集团总计  20’918 20’822 +4.4 +1.9 

按产品划分 

固体和液体饮料  4’584 4’771 +4.8 +1.9 

饮用水  1’589 1’499 +7.4 +7.4 

奶品和冰淇淋  3’321 3’379 -1.3 -3.1 

营养和健康科学 

(b) 
3’544 3’145 +7.7 +4.6 

预制食品和 

烹调配料  

3’037 3’122 +2.2 +1.0 



糖果  2’087 2’204 +7.5 +1.4 

宠物食品  2’756 2’702 +5.0 +3.6 

集团总计  20’918 20’822 +4.4 +1.9 

 

（*）2014 年的数据根据下述重组进行了重新调整，自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 

 马格里布、中东、东北非地区、亚大非地区的土耳其和以色列加入到欧洲区； 

 各地理区域的成长奶粉业务加入到雀巢营养业务； 

 雀巢营养的贝臣 (Bübchen) 业务加入到其他业务 

a)在上述重组后进行了更名。 

b)自 2014 年 7 月雀巢皮肤健康公司创建后进行了更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