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5日，消费者在沃尔玛黄兴南路店选购凉茶。 记者 黄亚苹 摄

加多宝退出“红罐”之争后的这几年，凉茶市场也颇不景气。根据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2017年3月发布的《2016年度饮料行业整体运行报
告》显示，2016年凉茶行业市场实现销售收入561.2亿元，增速为4.2%，
这一增速远低于2015年的10%。当然，也有资本瞄准凉茶市场。2017年
10月31日，加多宝与中粮集团旗下的中粮包装签订合作协议。中粮包
装将对清远加多宝增资20亿元，从而持有后者30.58%股份。业内人士
指出，中粮包装入股加多宝后，或许会为加多宝在市场营销、IP打造
方面提供帮助，加多宝有可能通过多产品战略进一步刺激凉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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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本报6月29日讯 近日，新
三板挂牌企业湘泉药业发布公
告，称子公司吉首湘泉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半年前被查出存在药
品生产不符合质量管理规范的
情况，被责令停产整顿，并被罚
款1.9万元。

为何公司在半年后才对外
披露这起处罚事件？ 记者注意
到，湘泉药业对这个公告作出了
“补发” 备注， 并解释称公司于
2017年11月便收到了食药监部
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由于工
作人员的疏忽，致使公司未能及
时披露相关公告。

公开资料显示，湘泉药业于
2016年4月挂牌新三板， 公司致
力于中药材种植与贸易、中药饮
片加工与销售和中成药生产与
销售。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戢伟豪

本报6月29日讯 记者今天
从湖南省统计局了解到，1-5月，
全省邮电行业发展态势喜人，完
成电信业务总量766.75亿元，同
比增长154.9%， 增速创历史新
高。其中，全省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5837.63万户， 比去年同期增加
519.14万户，同比增长9.8%。

数据显示，1-5月，全省实现
数据和互联网业务收入78.77亿
元，占全部电信收入的37.8%。另
外，1-5月， 全省移动电话用户
达到5837.63万户，其中，4G移动
电话成为主流，用户达到4202.8
万户，增长18.8%，占移动电话用
户比例为72%。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通讯员 殷梓晴

世界杯热浪席卷全长
沙。 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口碑
的数据显示， 自俄罗斯世界
杯6月14日拉开帷幕以来，长
沙市民在线下的餐饮消费比
去年同期增长近11%， 线下
夜宵消费环比增长5%。

夜宵消费火热
90后扛大旗

数据显示，6月14日至今
全国的夜宵消费中，80后和
90后贡献了91%以上。 而长
沙的夜宵消费中，90后一马
当先贡献了64%，80后紧随
其后贡献27%， 充分显示了
年轻球迷的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 从男女
比例看，长沙女性消费者的夜
宵贡献达到将近1/2。对于不
少女球迷而言，世界杯一为看
球，二为看各国帅哥，绿茵场
上奔走的荷尔蒙吸引力颇高。

小龙虾消费
平均每笔200元

近日，20000只 、850公

斤产自益阳南县的小龙虾
“出征”俄罗斯，为火热的世
界杯各国观战球迷们送去火
热的“中国味道”，以另一种
方式为世界杯加油。

而留在省内的小龙虾，
则顺利成为看球赛的标配。
世界杯开始至今，长沙市民
平均每笔在小龙虾上的花
费在200元左右， 相比去年
增长近1.4倍。 全国范围内，
北京市民以平均410元每笔
的数据，稳居小龙虾单笔消
费榜首。

“小龙虾+啤酒” 历来是
夏天夜宵的标配。 随着世界
杯赛事逐场上演， 天气逐渐
升温， 啤酒消费也呈现出一
飞冲天的态势。

根据口碑数据，以世界杯
开启日作为分割点，长沙线下
啤酒消费比之前暴涨了40%。

今年数据还有新发现：
当世界杯遭遇工作日， 续命
的咖啡成为世界杯新晋标
配。 世界杯时间开启后，长
沙咖啡的消费比之前上涨
近4%。 ■记者 杨田风

原已尘埃落定的凉茶大战，
却重新燃起烽火。近日，加多宝
集团宣布将重新推出红罐凉茶，
并宣布此举是加多宝品牌新战
略、年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月25日， 记者走访市场后
发现，除元老级品牌王老吉、加多
宝外，和其正、山优宝金银花露、
午时银花露等降火产品也纷纷
进入长沙市场。业内人士认为，湖
南作为凉茶消费大省，是各品牌
必争之地，不过，王老吉、加多宝、
和其正3个品牌几乎占了凉茶市
场销售额的85%以上。

动态 加多宝重推红罐包装

6月15日， 加多宝在北京举
行红罐重新上市发布会，新任总
裁李春林表示，今年其红罐产品
将帮助加多宝销售额实现两位
数增长。事实上，今年4月，李春
林就曾表示，若想实现加多宝的
强势回归，就要从红罐包装的回
归开始。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从2012
年起， 加多宝与王老吉就享有
“红罐王老吉凉茶” 知名商品特
有包装装潢权益向法院提起诉
讼共23次。直至2017年8月终审
判决认为，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
司可共同享有“红罐王老吉凉
茶”包装装潢的权益。

6月25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走访长沙华润万家蔡锷路店、沃
尔玛黄兴南路店等大型超市发
现， 加多宝红罐产品还未上柜，
在一号店、京东、天猫等电商平
台上也未发现该款新品的踪迹。

针对加多宝红罐产品上柜
时间、 产品市场份额等问题，记
者自6月25日起联系加多宝方
面，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行业 凉茶市场三足鼎立

为了在凉茶市场占有一席
之地，近年来，各个企业纷纷在
口味、战略定位等方面谋求新的
发展。王老吉自2016年启动多元
化战略，2016年推出无糖、 低糖
凉茶并表示在天猫上线首日销
量已过万箱；2017年， 王老吉在
广州开设1828现泡凉茶店；2018
年初，推出限量定制的“花城罐”。
和其正除“瓶装更尽兴”的口号，
推出480ml罐装、1.5L瓶装产品
外，也在不断调整战略升级。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湖南市
场上仅有王老吉、加多宝、和其
正主营便利店、 超市等销售渠
道。在药店，还有更多主打降火功
效的液体产品在售。记者了解到，
在长沙蔡锷路上的多个药店内，
类似产品有楚天舒植物饮料、山
优宝牌金银花露、花醇牌金银花
草本植物饮等约10种，单价从3.5
元至10元不等。

“湖南是凉茶消费大省，也
是多个凉茶品牌的核心市场。”
业内人士指出，2014年左右，加
多宝和王老吉还处于势均力敌
的状态，自从加多宝退出“红罐”
之争，其在湖南的市场占有率从
50%下降到35%左右，“王老吉、
加多宝、 和其正3款产品占到湖
南凉茶总份额的85%左右， 处于
三足鼎立局面。” ■记者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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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罐”回归能否让凉茶市场升温
数据：凉茶近年有点“凉” 动态：加多宝将重推红罐凉茶 行业：目前三足鼎立

整体增速下滑 中粮入股带来新转机

世界杯带火夜宵,90后成消费主力
长沙市民小龙虾消费平均每笔200元 啤酒消费涨四成

除了小龙虾这个爆品，夜
宵消费还呈现出“弥补养生”
派压倒“放纵享受”派的态势。

受到世界杯效应的影
响，长沙范围内，汤煲、粥这
类传统观念里更为养生的食
物，消费上升了8%；而像烧
烤这样有氛围但吃了容易
“上火”的食物，总消费额分
别比平时下降了9%。

与火爆的线下餐饮消费
对应的， 是部分生活服务行
业消费呈现出平稳或收缩之
势。口碑数据发现，进入世界

杯时间之后，长沙KTV、网吧
网咖等的消费比之前都有所
下降， 推测不少长沙市民将
自己日常的休闲娱乐活动替
换成了看球。

有意思的是，看着各国选
手每晚上演绿茵追逐竞技大
戏，长沙市民也加大了自己在
运动健身上的投入，世界杯期
间运动健身日均消费笔数比
之前上涨了9%。 这一数据与
爆发的餐饮消费结合起来看，
充分体现了长沙市民“既动嘴
又迈腿”的球迷精神。

世界杯带动市民健身 日均消费上涨9%

延伸

我省移动电话用户
近六千万户

湘泉药业子公司
被罚1.9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