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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条是我的夜宵必备，
每个品牌我会轮流买。”5月
17日，正在长沙芙蓉中路一
便利店内挑选辣条的王先生
如是说。在这家便利店内，辣
条、麻辣豆干等熟食制品，满
满摆了一货架。

也就是王先生手中售价
不过几元的辣条， 撑起了当
下热度最高的辣条企业卫龙
的2020年超40亿元营收。

5月12日， 卫龙向港交
所 递 交 的 招 股 书 显 示 ，
2018-2020年， 公司总收入
分别为27.52亿元、33.85亿元
及41.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到22.4％；从销量上看，2020
年，卫龙共售出17.95万吨辣

条，平均每天卖出490吨。
在提交招股书之前，卫

龙刚刚完成 Pre-IPO轮融
资，融资金额5.49亿美元，卫
龙估值约93.85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逾600亿元， 超过洽
洽食品、三只松鼠、良品铺子
这3家上市食品企业市值的
总和。

1999年， 卫龙创始人、
湖南平江人刘卫平带着辣条
的生产技艺前往河南省漯河
市，并于2003年注册了“卫
龙”商标。二十多年来，卫龙
亦步亦趋，进行了一系列“出
圈”的营销事件，打响品牌，
成为辣条产业中的一颗“明
星”。

“辣条一哥”卫龙即将赴港上市，估值超600亿元

辣条也疯狂！“五毛食品”如何逆袭高端
5月12日，卫龙美味全球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龙”）向港
交所递交了招股书， 即将赴港上
市，由摩根士丹利、中金和瑞银等
知名机构共同保荐。 卫龙试图冲
刺“辣条第一股”的决心由此可见
一斑。

3天后，岳阳市平江县与阿里
巴巴旗下的盒马集市签订合作协
议，双方将携手拓展销售渠道，把
平江辣条卖到全国近百万家社区
小店。

行业动作频频，搅动着中国辣
味休闲食品行业的一池春水。暗潮
涌动的“辣条”市场，该如何撕下

“垃圾食品”脏乱差的标签，讲出更
加吸睛的品牌故事？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严德赢

这次平江县政府和盒马集
市合作，预备通过社区电商的方
式，让市民在家门口买到平江的
休闲食品，帮百余家辣条企业拓
展线上渠道。“只要是线上渠道，
我们都愿意积极尝试。” 麻辣王
子的品牌创始人张玉东说。

目前， 平江辣条线上销售
占比只有5%， 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然而， 辣条企业想在线上
“破圈”，并不容易。

张玉东看重消费体验。他
不无担忧地说， 线上销售最大
的缺陷， 就是消费者无法享受
到和线下一样的消费服务，容
易对品牌产生不良印象。

“电商低价竞争越来越严
重，对企业的品牌价值和行业工
匠精神，是一大冲击。”永和弘光
董事长余永松举例说，一些电商
平台发起低价甚至负利润价格
战，大大压低生产商应有的基本
利润，影响行业正常发展。

湖南辣条产业集中在平
江，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浏阳企
业长沙馋大嘴食品有限公司从
今年开始发力线上销售， 董事
长喻新德称其还在摸索期，线
上销售占比仅5%。

但毋庸置疑的是， 全面发
力线上渠道， 已经基本成了全
省辣条企业的共识。 麻辣王子
的目标，是未来实现年收入22亿
元， 其中线上收入12亿元以上。
馋大嘴未来3年线上销售占比
要达到30%以上。永和弘光正在
为百草味、三只松鼠代工，释放
产能， 同时寻找新渠道和创新
新产品， 通过合作来提升自我
品牌的竞争力。

“线上营销，营为主，销为
辅。打出品牌，改变大家对辣条
‘小作坊’生产的认识，促进辣条
生产的标准化、透明化，是辣条企
业线上化的必经之路。” 张玉东
说。据介绍，去年以来，平江县有
12家辣条厂进行洁净车间改造，
有52家投入近3000万升级厂房
设备。平江辣条企业正在创新融
入互联网产品思维， 开展跨
界营销，推动品牌“破圈”。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黄婷婷

“营为主，销为辅”
“破圈”先创品牌

谈起辣条， 似乎总绕不开
“垃圾食品”的标签。好在，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
加强调味面制品质量安全监管》
的公告中明确辣条生产企业将
不得再使用山梨酸及其钾盐（以
山梨酸计）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
（以脱氢乙酸计） 两种防腐剂，这
不仅结束了“辣条”国标的南北之
争，也让辣条迈入规范发展期。

“脱氢乙酸具有较强的微生
物抑制功能，国标发布前曾广泛
使用于南方辣条生产企业。不允
许使用添加剂，产品保质期缩短
至2-4个月，也间接淘汰了一批
脏乱差的小工厂。” 一位不愿具
名的企业董事长介绍，考虑到辣
条的物流周期和货架期，辣条产
品的保质期普遍为6个月或180
天，“湘籍工厂为了适应新标准，
统一在车间添置除湿机，这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

走过了质量之争的辣条行
业，正如其他有过类似历程的行
业一般，在品牌、玩法上玩起了
新花样。 三湘都市报记者获悉，
2021年端午节期间，麻辣王子计
划推出“辣条粽子”，将蜜枣、葡
萄干及辣条等食材包进湖南人
偏爱的碱水粽中。此前，同样位
于平江县的湖南旺辉食品有限
公司推出飞旺“现拌辣条”，产品
由经挤压膨化并熟化的面制品
和油辣椒调料包组成，消费者只
需将辣条原胚和油料包倒入包
装盒内便可现摇现吃。

张玉东认为，要发展就要讲
好故事，而且不只是讲好企业的
故事， 更要讲好行业的故事，“如
何把辣条做成湖南一张健康零食
名片，让世界知道正宗辣条湖南平
江造，行业还得下一番狠功夫。”

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弗
若斯特沙利文发布的报告显
示，2020年， 中国休闲食品
行业的市场规模达774亿元，
5年内复合增速为6.6%；其
中， 辣味休闲食品的增速远
高于非辣味休闲食品， 达到
8.9%。该机构预计，未来5年，
辣味休闲食品赛道的复合增
速将超过10%。

说到“辣条”，话题绕不
开该产业的发源地湖南省平
江县。在这里打造了“麻辣王
子” 品牌的湖南玉峰食品董
事长张玉东介绍，2020年，
公司产值已突破3.5亿元，预
计到2025年能实现22亿元
的目标， 其中线上销售占比
超过12亿元。

眼下， 小辣条已衍生出
大产业。 平江县商务粮食局
副局长李卫平介绍， 平江县

共有126家辣条生产企业，年
产值超200亿元，解决约7万
百姓的就业问题，“全国辣条
生产企业的三分之一在平江
县， 据此估算辣条行业的年
产值达600亿元。”

李卫平表示， 辣条在上
游带动辣椒、 油菜等农副产
品生产，中游驱动食品工业、
包装印刷等行业外延， 下游
推动物流、电商集体作战，安
排就业超10万人， 成为平江
县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2020年，平江辣条入选了淘宝
年度百强产业带榜单，与长沙
医药保健、邵东打火机站上了
同一起跑线。由于全国99%的
辣条经营者皆为平江籍，在
坊间，还有着“有天气预报和
新闻联播的地方， 就有平江
人的辣条厂”的说法。

估值超600亿元的卫龙即将赴港上市

“五毛辣条”成就大市场

卫龙披露的招股书不仅展
现了辣条行业天然的高净利润
基因及卫龙对成本控制的能
力， 还折射出市场格局分散的
行业处境。

据其招股书数据， 中国辣
味休闲食品的市场格局较为分
散。按零售额计，2020年，中国
前五大辣味休闲食品公司的市
场占有率合计为10.7%。 尽管
卫龙在中国辣味休闲食品行业
中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但是市
场占有率仅为5.7%；从整个中
国休闲食品行业来看，2020年
卫龙的市占率只有1.2%。

“行业集中度低，意味着辣
条生产主力依旧是一群小鱼。”
业内人士认为， 尽管头部企业
一直推动产品高端化， 销售范
围也从校园街边小卖部延伸至
国际连锁大超市， 依旧摆脱不
了辣条高油、高盐、高糖的普遍
印象，这也与当下低糖、少油的
轻食理念相悖。

入局者众，但破局者寡。即
便卫龙已成为辣条界当之无愧
的“老大哥”，但与陶华碧老干
妈、 蒙牛液态奶等产品市占率
相比， 辣条只能算卫龙上市并
向资本提交满意答卷的临时支
柱，但远非坚不可摧的护城河。

如今，如良品铺子、三只松
鼠、 盐津铺子等纷纷将在售品
类拓展至休闲食品的大市场
中， 开始对卫龙腹地猛烈地攻
击。2020年， 三只松鼠在电商
平台辣条类目的产品销量已经
位列第三，仅次于卫龙和玉峰；
推出“小新王子”辣条的盐津铺
子也尝到了甜头，其2019年年
报显示， 辣条产品销售量同比
增加138倍。

野蛮生长到规范生产
行业集中度依旧很低

撕掉“垃圾食品”标签
行业谋蝶变升级

卫龙将赴港上市，冲刺“辣
条第一股”，“五毛辣条” 成就大
市场（小图）。 记者 黄亚苹 摄

动态 破局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