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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娃哈哈奶茶店南门口
店看到，确如赵同学所说，顾客并
不算多。而一旁的茶颜悦色店则热
闹不少。与本就深耕餐饮行业的各
大品牌相比，快消品牌涉足此行业，
是否面临着新一轮的市场争夺战？

湖南工商大学营销专业副教
授尹元元认为，做生意，并不是所
有门店一开始就会火爆，或许食品
类快消品牌的线下门店目前生意
不够理想，但这也许是一个市场培

育期，这些食品类快消品牌开设线
下门店有其优势所在。“娃哈哈、唐
人神、 康师傅等已经是家喻户晓、
具有良好口碑和信誉度的大品
牌。”在尹元元看来，这些企业从生
产端跨领域开设线下餐饮门店，有
利于品牌的价值增值和品牌的拓
展。 有的企业不仅是为了盈利，它
们想通过开设线下门店来延伸企
业的产业链，通过终端自有品牌店
面更好地掌握一线消费动态。

培育市场仍需时日，或为丰富品牌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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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食品成立于2010年，
是一家以休闲食品研发、生产和
销售为核心的现代化食品企业。

经过多年积累，目前华文
食品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营
销网络。

线下，华文食品合作经销
商超过1000家， 并与家乐福、
沃尔玛、华润万家等多家知名
连锁商超达成稳定合作关系。
线上，华文食品是率先涉足电
商的休闲食品企业之一，现已
形成天猫、京东、拼多多、微信
小程序等多位一体的电商渠
道格局。

通过线上线下两条腿走
路， 华文食品走得越发稳健。
2017年-2019年，公司营业收
入分别为7.67亿元、8.05亿元、

8.95亿元 ， 净利 润分 别 为
7566.19万元、1.15亿元、1.18
亿元。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下，华文食品2020年上
半年仍实现营收和净利双双
正增长。

数据显示，2019年， 在即
食鱼零食领域，劲仔线下渠道
销售占比已高达近90%， 连续
三年稳居行业第一； 线上，淘
宝、天猫即食鱼零食行业排名
显示，2018年至2019年， 劲仔
销量均超过0.8亿元，稳居行业
第一，超过第二名约30%。

华文食品表示，今后将持续
发力大型商场、便利店、新零售
等渠道， 通过线上线下双轮驱
动， 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公
司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主要商
场、高铁南站、步行街等地发现，
除了娃哈哈， 在长沙开出线下品
牌的还有不少快消行业的“大咖
品牌”。

不久前， 唐人神就在世茂
52+MINIMALL开出了旗下快休
闲餐饮连锁店“小风唐”。9月13日
18时，记者在该门店看到，店内主
营小份中式快餐。 与同样涉足中
式快餐的大米先生、 饱李李现炒

不同，它将唐人神品牌的产品“唐
人神腊肠”、“唐人神腊鸭”等作为
食材原料加入到菜品之中， 让更
多消费者以更直接的方式品尝到
唐人神的产品。

此外， 在长沙的部分小区街
边， 也能够见到“陈克明面馆”、
“松桂坊腊味煲仔饭” 的身影。而
“康师傅私房牛肉面”则已经在长
沙高铁南站的候车大厅为来往旅
客服务了好多年。

自家产品再加工，娃哈哈开起奶茶店，康师傅、唐人神等品牌也开出线下餐饮门店

快消企业布局实体店，这波跨界你挺吗

劲仔小鱼“跃龙门”，华文食品今日上市
天高任鸟飞， 海阔凭鱼

跃。9月14日， 沪深两市迎来
“鱼类零食第一股”，华文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文食
品）登陆深交所中小板，正式
逐鹿资本市场。华文食品由此
成为继盐津铺子、绝味食品之
后的湖南第三家休闲食品上
市公司。

回顾华文食品“赶考”历
程，从提交上市材料，到正式
登陆A股，历时15个月，这家来
自岳阳，以“劲仔深海小鱼”名
满天下的食品企业，终于“鱼
跃龙门”。

公司董事长周劲松表示，
公司将立足传统风味休闲食
品行业，把握行业快速发展机
遇，将自身打造成世界有影响
力的休闲食品企业。

技术赋能
进一步稳固先发优势

品牌全球布局， 需要有稳定而
强大的产能作为支撑。

为此， 华文食品投入了大量资
金建设现代化生产基地， 积极推进
产品的自动化生产， 先后与设备制
造厂商合作改良了多种生产设备，
并自主开发了多项生产技术。

目前， 华文食品已取得包括风
味小鱼加工技术、 风味豆干加工技
术等18项核心专利技术， 还有9项
在研究储备技术， 包括高端鱼肉制
品研究与开发、 充饥型营养豆制品
开发等。

早在2017年，华文食品便与江
南大学食品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在风味小鱼生产工艺技术、
鱼资源加工特性、 鱼休闲方便食品
生产技术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劲仔风味
小鱼和风味豆干两大明星产品外，
华文食品还推出了风味肉干、 魔芋
等一系列禽肉制品和风味素食等产
品； 同时兼顾全国各地区饮食习惯
和消费者口味，推出了香辣、麻辣、
酱香、糖醋、烧烤等多种口味。

本次华文食品 IPO募资1.6亿
元， 将投入近亿用于风味小鱼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2019年， 华文食
品风味小鱼的产能为1.8万吨，产能
利用率近90%， 公司通过募投项目
将进一步扩大产能和新品研发，有
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领先优势并扩
大市场份额。 ■记者 潘显璇

在数量众多、竞争充分、市场化
程度较高的休闲食品行业， 品牌已
然成为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

华文食品显然深谙此道。自成立
以来，公司一直高度重视品牌建设和
发展， 过去三年累计投入近亿元用
于品牌推广。去年5月，劲仔深海小
鱼宣布了新的明星代言人邓伦，而
此前， 著名主持人汪涵长期为该品
牌代言，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经过多年的深耕运作，“劲仔”
在全国已有较高的认可度， 拥有众
多忠实、稳定的消费者。

2019年， 华文食品旗下的劲
仔深海小鱼全年销售量超过 12
亿包，在休闲鱼类零食行业市场
占有率约5%， 稳居行业第一；劲
仔风味豆干跻身行业前十。 公司
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等多个海外国家。

双轮驱动
领跑即食鱼零食市场

品牌打磨
成就年销12亿包明星产品

“AD钙奶算得上是童年
回忆了。 发现它在长沙开了
奶茶店，所以来打卡。”9月13
日， 得知娃哈哈在长沙开了
奶茶店， 今年大四的赵同学
特意约上表妹前来尝鲜。

标志性的卡通头像，再
配上广为人知的“娃哈哈”三
个字， 似乎就成了这家店的

“活招牌”。
近年来， 快消品牌抢滩

线下， 开出各类产品衍生门
店。娃哈哈之外，康师傅、陈
克明、松桂坊、唐人神等品牌
都开起了自己的线下门店。
与超市、 小卖部简单的销售
功能不同， 这些品牌的门店
均将旗下产品进行了二次加
工， 更多地挖掘着它们的价
值。

餐饮行业本已是高手云
集， 快消品牌此举究竟意欲
何为？ 这些线下门店的未来
又前途几何？
■通讯员 赵瞳铱 记者 朱蓉

9月12日，白色调简洁装修的
娃哈哈奶茶南门口店外， 仅有五
六名消费者。因为店内不设座位，
消费者只能在外排队， 有的正在
点单，也有人在等待出品。而它紧
邻的， 便是近年来已经声名大噪
的茶颜悦色。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店内看
到，吧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八宝粥、
营养快线以及AD钙奶等娃哈哈
品牌的产品。店员介绍，产品只是
进行展示， 并不会在门店内进行

售卖。
赵同学称， 自己在线上平台

上团了优惠券，花16.6元就购买到
两杯饮品，“不到五分钟就取到了
饮品，但口感没有很‘惊艳’，如果
没有活动价格，可能不会再来。”

在该店展示的菜单上可以看
到，店内销售双重AD钙奶在内的
七个系列饮品， 日常售价在10至
18元之间。 在如今单杯售价最高
已突破30元的茶饮界而言， 这一
价格并不算太高。

娃哈哈悄悄到长沙开了奶茶店

抢占市场，快消品牌热衷开设线下门店行业

消费者在娃哈哈奶茶店购买饮品。 通讯员 赵瞳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