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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索赔责任，包括且不限于任何损失、损害、伤害所导致的法律费用。

亚太集团由多家具有互补投资机会的垂直整合公司
组成。从农场到牲畜，跨越新西兰的主要乳制品地
区，并涵盖乳制品加工厂。

其中三家公司目前正在与陶兰加港附近的富足
湾(Bay of Plenty)的一家公司进行合作。另外两家
公 司坐落于大怀卡托地区。这三家公司的定位都
是在 乳制品饮料行业和食用乳制品行业中进行大
规模生 产。

ASPAC集团拥有自己的陆海空物流供应链和运营
能力。这包括农场饲料的生产，牛奶的运输，具有
常温和冷冻设施的仓储，以及我们自己的出口能
力。

为了提高该模型的可追踪性和透明度，我们将构建
自己的区块链技术平台。这将增强我们强大的市场
关系、提高我们零售和销售渠道等业务流程的透明
度。

新思路

此处提供的: 是一种生产和销售鲜奶的新模式。补
充这一结构是我们的开发和推出的冷冻浓缩乳。这
被认为是一种突破性的产品，增强了市场对新西兰
鲜奶的永不满足的需求。

ASPAC集团有一份为期六年的合同，主旨是保护与 
冷冻浓缩奶相关的知识产权。我们与梅西大学的合 
作伙伴共同投资了知识产权开发的资金，现在已经 
准备好将该产品商业化和运营。

亚太集团所有现有和未来的工厂都将能够生产一
系列的乳制品，包括:冷冻浓缩乳、标准牛奶、定制
混合酸奶、高蛋白运动饮料、软奶酪、标准和高蛋白
UHT牛奶和羊奶、调味牛奶、饮用酸奶、奶油和乳铁
蛋白。

除了我们的冷冻浓缩乳加工技术外，我们还开发
了运输产品的机械，并在市场上重组产品。这使
我们能够迅速将牛奶从冷冻状态转化为液态的新
鲜牛奶。

我们提供一整套乳制品生产机械系统，以每小

时10,000升的速度进行转换。我们还为我们的
零售和食品服务客户开发了一种制冷分装能力。这包
括生产一个创新的储囊牛奶箱。

为了加速我们在每个市场的销售，我们的提供的服务
涵盖了批量采购客户的需求，也涵盖了单一服务零售
商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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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新西兰领先的农业科学大学梅西大
学(Massey University)独家合作，创造了一个独特
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可以将新西兰草饲奶牛和奶
羊的牛奶和羊奶长途运输到亚洲的制造商、供应链
和消费者。该产品保留了鲜奶的所有特性，就像它
是从当地市场新鲜采购的一样。

我们与梅西大学在这个进化的价值链所创造的伙伴
关系是学独有的。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资助了冷
冻浓缩乳知识产权的开发，并在未来的六年里获得
了知识产权的独家授权，这是我们鲜奶加工系统里
的核心部分。

梅西大学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提交专利申请，以保
护这种新颖和创新的供应过程。我们和梅西大学的
协议最初是六年，这从第一批商业货物的出口开
始。

本协议及条款支持先发优势的利益。我们的目标是
从这个创新的新产品中提取最大的价值。因此我们
在为这个牧场到市场的商业策略寻找有共识的投资
者。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些投资者和我们一起成为计 
划扩展的推动者. 我们有一个快速的规模拓展计划，
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撬动以下的潜力:

冷冻浓缩乳制造过程

来自新西兰牧场和我们供应
商的新鲜原料奶

来自新西兰牧场和我们供应
商的新鲜原料奶

使用特有的处理和浓缩技
术，液态鲜奶快速冷冻浓缩
成牛奶球。

使用特有的处理和浓缩技
术，液态鲜奶快速冷冻浓缩
成牛奶球。

牛奶球统一批量包装。牛奶球统一批量包装。

IBC储存器放置在冷藏集装

箱，在低于-25℃的条件在

运输到市场。

IBC储存器放置在冷藏集装

箱，在低于-25℃的条件在

运输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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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知识产权
 y   牛群监护数据系统
 y   农场所有权模型
 y   牛群所有权模型
 y   牛奶加工厂和基建
 y   连接农场、工厂和国际的运输物流,
 y   出口海运费和清关管理系统
 y   重组机器和技术
 y   针对我们客户的商品调配系统

独家生产技术以及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使得我们
的牛奶产品足以超过国际市面上的任何冷冻牛奶和
奶粉。 保护产品蛋白质和消除其他冷冻牛奶产品中
发现的冰粒子过程。市面上存在的冷冻牛奶恶化了
牛奶的成分和口味.

冷冻浓缩乳的知识成果已经战胜了市面上传统冷冻
牛奶产品的常见障碍,在重组阶段展现更好的风味和
状态。更重要的是，新鲜牛奶的所有原始品质和风
味都得到保留。

另外，基于成本适配规模基础，我们的陆运海运供
应链系统比传统航运系统更具效。.航空方式在成本
了运输量方面的局限是传统鲜牛奶运输模型失败的
原因。

这种模式为高附加值生产在亚洲市场提供了新的机
会，足以在亚洲市场捕获利润。

 冷冻浓缩乳将制成长条颗粒状

 冷冻浓缩乳通过固定式Goodpack集装箱运输

冷冻浓缩奶的经济模式战胜传统鲜奶运输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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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6年，直至2021年6月1，从新西兰出口到中国
的产品总额从 $121m 增长到$863。这代表该时期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9%。

此外，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中国市场将以29%的增
长率持续发展，达到市场份额$6.4 billion，这都基
于 :

 y 中国人持续增长的可支配收入
 y 新鲜产品营养健康方面的教育普及

在中国新西兰鲜牛奶比国内品牌有着更高的溢
价，预计将来的价格也会逐年增长2。

中国鲜奶行业极其分散，截至2018年，没有一个品
牌的市场份额超过9%，这为新进入者提供了更容易
分割市场份额的机会。

新西兰鲜牛奶可以空运到中国，但空运成本却导致
零售价格高到令人望而却步，除了非常富有的消费
者。市场数据显示，消费者对新西兰鲜奶的需求量
远远高于目前的空运量，我们的低价格优势将导致
需求的显著增加。

1  新西兰数据 
² 中国乳制品  第一产业部  2019年6月

在中国新西兰鲜牛奶比国内品牌有着更高
的溢价，预计将来的价格也会逐年增长。
‘

’

冷冻浓缩乳重组过程

在中国的一家牛奶重组工厂

接收到冷冻浓缩乳后，使用

我们独特的闭环流程将消毒

杀菌过的特制液体加入到颗
粒中使其还原成鲜奶。

在中国的一家牛奶重组工厂

接收到冷冻浓缩乳后，使用

我们独特的闭环流程将消毒

杀菌过的特制液体加入到颗
粒中使其还原成鲜奶。

这些鲜牛奶将进一步均质
化、巴氏杀菌，而后包装或

者增值加工、分销

这些鲜牛奶将进一步均质
化、巴氏杀菌，而后包装或

者增值加工、分销

1

2

概览
乳品在中国

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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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建立一个以怀卡托为基地的牛奶加工厂，可以转换成加工冷冻浓缩牛奶。有充足的内
部空间扩大生产，以满足计划的冷冻浓缩乳产量。

该场地有空余土地，可扩大现场冷藏库的生产需求，以供出口前在现场存放冷冻浓缩乳。之前
的计划是将仓库和生产地扩大约990平方米。

位于建筑外部的工厂和设备包括牛奶接收、巴氏消毒牛奶存储、城镇供水罐、压缩机、行业废
物存储罐，该场地由两条城镇供水管道提供水源。

主要数据
土地 12,608m2

建筑 1,900m2

大致距港口距离 63km

工厂扩建计划

Fig 1. 螺旋冷冻机

加工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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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k Cost
60%

Packaging
8%

Transport
15%

Processing
8%

Depreciation
2%

Margin
7%

Frozen Milk Cost Model
@ 20,000 Tonnes FMC

Milk Cost Packaging Transport Processing Depreciation Margin

我们有客户在谈判后同意预付冷冻浓缩乳的部分主 
要成本，主要包括生奶的采购和海运成本。

这一过程将通过银行信用证（信用证）完成. 这是可
重复循环利用的，因为它像循环透支系统。

鉴于生奶的成本因其每年的价格波动而产生风 险，
我们在订单下达时将该成本作为中转成本或者预付
成本开具发票。这个中间步骤满足了我们大客户的预
算需求，并减轻了我们业务模型中的一个重要的风险
领域。

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将运费作为流通的资金，我们的
运费是

根据一个20英尺的满载冷藏集装箱的最新航次成本
计算的。如果我们从自己的农场购买牛奶，我们相信
最终成本会更低，我们将保留一些农场的供应边际成
本，并提供Farm Gate 或者DIRA 牛奶定价这将完全
地做到牛奶供应价格透明化。

因此，这个模型中显示的生奶成本是预付的支出，运
费和其他费用也包括在内 。

冷冻浓缩乳成本模型

经济因素

冷冻浓缩如成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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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ITUTED FULL CREAM MILK
PRODUCT SPECIFICATION

Reconstituted Full Cream Milk (ver 1.0 – March 2021) Page 1 of 1

Nutrition Information

Shelf life 10 days. Refridgerate between 1-4°C. Once 

opened, refridgerate and consume within 7 days. 

3.3% Fat Content.

Based on a 
serving size of
200 mL

Units Average 
Quantity 

per  
200 mL

per 100 
mL

Energy kJ 520 260 

Calories Cal 124 62

Fat - Total g 6.6 3.3

Saturated Fat g 4.0 2.0

  Trans Fatty Acid g 0.3 0.2

Cholesterol mg 15.8 7.9

Sodium mg 86 43

Calcium mg 230 115

Total Carbohydrates g 9.8 4.9

  Dietary Fibre g 0.0 0.0

  Sugars g 9.8 4.9

Protein g 6.4 3.2

Calories 2,000 2,500

Total Fat Less than 65g 80g

Saturated Fat Less than 20g 25g

Cholesterol Less than 300mg 300mg

Sodium Less than 2,400mg 2,400mg

Total Carbohydrates 300g 375g

Dietary Fibre 25g 30g

Calories per gram Fat 9 Carbs 4 Protein 4

Ingredients

Fresh Full Cream Milk.

Product Description 
 
Reconstituted Full Cream Milk contains all the nutritional 

goodness that you would expect from any high quality 

dairy product. Reconstituted Full Cream Milk contains no 

additives or preservatives and is a rich source of essential 

daily nutrients including:

• Calcium: needed for strong healthy teeth and bones

• Phosphorus: A vital part of the body’s cells

• Potassium: needed for nerve function, muscle control 

and blood pressure control

• Riboflavin: releases energy from food

• Vitamin A: for vision and maintaining the immune 

system

• Vitamin B12: for new cell formation and growth

• Magnesium: an important mineral in bone 

mineralisation and nerve impulses

• Carbohydrate: Lactose is the main carbohydrate in milk 

– i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energy

• Protein: crucial for the formation, repair, and 

maintenance of body tissues

• Zinc: good for the immune system and healthy growth.

 

牛奶营养成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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