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11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管理总局发布通告，敦促网售电

子烟下架后。11月3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仍有多

家商户在出售电子烟及相关产品。业内人士表示，通告是行业内的指导文件，

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因此呼吁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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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的短视频“执念”

电子烟概念股迎压力测试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2019年初，电
子烟无疑是投资最热的风口之一。然而，近期

随着电子烟网售禁令的出台，电子烟市场将

迎来整改风暴。监管压力下，电子烟概念股板

块还能否撑起千亿市值有待考验。

电子烟网售禁令下，千亿市值的电子烟

板块走向何方备受关注。据Wind统计，截至

11月3日，目前A股电子烟概念股共有7只，分

别为亿纬锂能、盈趣科技、劲嘉股份、和而泰、

美盈森、东风股份、顺灏股份。经北京商报记

者统计计算，截至11月3日，前述7只电子烟概

念股的总市值合计约1074.33亿元，亿纬锂能、

盈趣科技、劲嘉股份、和而泰4股的总市值均

在百亿元以上。

这些概念股中，亿纬锂能是较早布局电

子烟的公司。据亿纬锂能此前公告显示，2014

年2月28日，亿纬锂能以4.39亿元的现金对价

购买麦克韦尔50.1%的股权。麦克韦尔是专业

从事电子雾化器和开放式电子雾化设备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财务数据显示，亿纬

锂能在2017、2018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

29.82亿元、43.51亿元，2017、2018年麦克韦

尔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约15.66亿元和34.34

亿元；今年上半年亿纬锂能实现的营业收入

约25.29亿元，报告期内麦克韦尔实现的营业

收入为32.74亿元。

今年“3·15”晚会上，电子烟问题成为关注

的热点，亿纬锂能也因参股麦克韦尔被深交所

问询。在回复函中，亿纬锂能表示，公司不再对

麦克韦尔形成控制，故将其作为联营企业，自

2017年7月1日起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数

据显示，亿纬锂能近两年在权益法下确认的对

麦克韦尔的投资收益共计3.61亿元，其中2018

年为2.98亿元，占亿纬锂能利润总额的49.26%。

投资麦克韦尔确实给亿纬锂能带来了丰

厚的收益。截至2019年8月31日，亿纬锂能对

麦克韦尔的认缴出资额为2376.9万元，股权比

例为37.55%。麦克韦尔拟向2019年8月31日在

册全体股东每10元出资额派发现金红利115

元（含税），亿纬锂能将收到现金红利27334.35

万元。9月17日亿纬锂能则发布公告称，公司

不再直接持有麦克韦尔股权，而是通过全资子

公司亿纬亚洲再去间接持有麦克韦尔股权。

顺灏股份也被贴上电子烟概念股的标签。

顺灏股份在2014年7月19日发布的公告显示，

上海绿新控股子公司上海绿馨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200万美元在美国设立全资子公司

“HNBEcig，Inc”（暂定名），设立的公司主要

从事电子雾化产品研发、销售，电子雾化产品

后期加工和包装，烟油提取和灌装等业务。据

顺灏股份财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的电子烟

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约75.37万元，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为0.08%。另据Wind披露的主营构

成项目表显示，顺灏股份电子烟业务在

2016-2018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664.62

万元、282.27万元及614.06万元，占各期营业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0.35%、0.14%、0.3%。

今年以来多只电子烟概念股股价也大涨。

据Wind统计，自今年以来截至11月3日，除了

盈趣科技外，其他6股年内股价均大涨。其中

顺灏股份、亿纬锂能股价实现翻倍，对应的涨

幅分别为183.11%、143.64%。和而泰、劲嘉股

份、美盈森、东风股份对应的涨幅分别约

90.89%、40.40%、39.07%、20.74%。

针对电子烟网售禁令出台，会否对公司电

子烟业务带来影响的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分

别致电亿纬锂能、顺灏股份进行采访，不过截

至记者发稿前，亿纬锂能、顺灏股份的电话均

未有人接听。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电子烟网售禁

令的出台，恐将影响A股相关公司的业务，而

电子烟热潮或将退却。

低调上新

腾讯又“上新”一批短视频。11月3日，北

京商报记者发现，腾讯低调上线了一款短视

频App，名为响风。

根据苹果应用商店信息，响风与看点视

频、音兔、腾讯云小视频为同一个开发商，是

一款音乐类竖版短视频，上线后只升级过一

次，对首页界面、拍摄功能进行了更新，增加

了视频发布前的特效种类。

响风侧重音乐和明星，在首页上方，设置

了6个“明星挑战”活动，不过互动和内容较

少。北京商报记者多次打开该App，首页推荐

的均为同一内容，下滑出现的内容顺序也未

变，评论和转发几乎为零。

腾讯内部人士透露，目前还不能确定响

风是哪个产品团队推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

微视是腾讯目前最为主力短视频产品。短视

频的赛道很宽，腾讯不排除在工具、垂类等方

向上做新的尝试。在这位内部人士看来，既然

腾讯重视短视频赛道，有新尝试很正常。外界

对于腾讯在短视频领域的动作过于敏感了。

今年4月，也就是看点视频上线前两个

月，腾讯推出了音兔，定位于音乐短视频编

辑应用。

用户可以通过音兔剪辑视频与图片素

材，制作卡点MV视频，还能使用全民K歌的

作品配乐，QQ音乐3000万版权歌曲是音兔

的亮点。

在编辑功能之外，音兔对社区也十分重

视，在首页的“动态”栏目中设置了“推荐”、

“关注”和“圈子”三个社区功能，其中“推荐”

栏目的内容实时更新。

和长达8-12个月未升级的老产品一样，

腾讯的短视频新品也是从细分领域入手，音

兔和响风是音乐短视频，看点视频侧重搞笑

内容，与核心产品微视形成差异。

不断试错

同属于另一个开发商的多款腾讯短视

频，就没有那么幸运，这些应用包括速看视

频、哈皮、猫饼。苹果应用商店信息显示，这三

款App的更新时间分别停留在2019年3月、2

月、1月。

对于为什么多款腾讯App在2019年一季度

陆续停止升级，又为何紧接着上线了短视频新

品，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腾讯方面未予回应。

其实，上述App并非腾讯短视频的全部

阵容。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三季度，腾讯曾

手握十余款短视频App。一部分产品由于停

止迭代已疑似下架（无法在应用商店搜索

到）。目前腾讯加上核心短视频App微视，最

少有4款短视频产品。

易观分析师马世聪表示，“腾讯仍在推出不

同的短视频产品，是因为短视频的趋势还在继

续，但它还没有一款可以立得住的App，所以各

个团队在利用自己的资源、技术试错”。

从短视频类型看，这次的探索更倾向

细分的音乐短视频。但马世聪认为，“目前

对音乐短视频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从

腾讯的角度看，腾讯音乐有很多音乐版权，

这给用户很大的创作空间，是腾讯的资源

优势”。

不过之前的探索大多夭折，这在yoo视频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018年10月，腾讯上线

yoo视频，被辅以厚望，据说当时其在腾讯内

部的受重视程度，高出微视。不过坐拥强大资

源的yoo视频并未掀起太大水花。2019年3

月，yoo视频业务团队被整合到腾讯视频，后

更名为火锅视频。

此前有消息称，腾讯视频旗下短视频平

台火锅视频项目组近日被整体裁撤，但腾讯

视频方面官方回应：火锅视频项目组并未裁

撤，也不存在裁员情况，只是团队并入腾讯视

频，一起探索长短结合的综合视频方向。

处境尴尬

在yoo视频并入腾讯视频后，腾讯短视频

的重点聚焦微视，通过功能升级、借力朋友圈

等形式加速追赶，但至今尚未进入头部阵营，

且与抖音、快手的月活差距越来越大。

QuestMobile数据显示，2018年9月，微

视月活6452.7万，复合增长率91.8%，是用户

规模千万级以上App增速第一名。抖音和快

手的月活分别是2.8亿、2.6亿。2018年12月，微

视月活跌至3253.5万，抖音和快手的月活分

别飙升至4.3亿和2.8亿。

2019年9月，微视月活6601.3万，抖音、快

手的相应月活是4.9亿和3.4亿。

除了要弥补与头部应用的差距，同量级对

手 给 微 视 的 压 力 也 日 益 明 显 。 根 据

QuestMobile数据，2019年9月，好看视频月

活6340.9万，与微视的6601.3万相差无几。

马世聪也建议，“腾讯可以参考百度的短

视频策略，好看视频的增长很快，值得关注的

包括百度整个移动流量生态的打通、对内容

创作者长期的大规模补贴扶持、针对下沉人

群的网赚红包运营等”。

据比达分析师李锦清观察，“腾讯短视频

在做一些新尝试，但是看起来还是有点犹豫

不决”。以看点视频为例，它具有积分、奖金可

提现的功能，还能竞拍腾讯视频VIP周卡等。

但是相比好看视频，看点视频的网赚红包运

营力度不够大，做任务领现金的玩法也不够

丰富。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新产品前仆后继， 腾讯对短视频不

离不弃。11月3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腾

讯推出了名为“响风”的短视频App，这

是继2019年下半年发布“看点视频”后

的又一款短视频新品。 加上一直保持升

级的“音兔”和“微视”，目前腾讯的短视

频应用最少有4款，不过较去年的十余款

App数量已经腰斩。

微视与抖音、 快手的月活差距越来

越大， 晚入局的好看视频也几乎追平微

视。鉴于短视频在社交、流量的巨大吸引

力，腾讯不会轻易放弃，但也不可能轻松

逆袭。

11月3日，北京商报记者登录flow福禄

天猫旗舰店，“双11”的优惠活动仍在首页显

示，对于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监总局发

布的通告，flow福禄天猫旗舰店客服表示：

“我们也刚接到此信息，负责人正在对接这

件事情。目前已购买的订单会正常发出。”而

在小野烟具天猫旗舰店，客服表示，现在仍

可以购买；悦刻的天猫、京东的店铺也在继

续正常售卖。

11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保护

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以下简

称《通告》），要求各类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

年人销售电子烟，互联网不得销售电子烟。

在《通告》发布当晚，悦刻、魔笛、雪加等

多家电子烟品牌即发布声明。但北京商报记

者发现，声明的重点都集中在“未成年人保

护”、“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方面，对

于“互联网禁售”则未有提及。

山岚在声明中提到：“在产品层面，我们

在第一代的功能上就设计了童锁，避免未成

年人误吸；在宣传层面，都有严禁未成年人

体验和购买的标识。”悦刻天猫旗舰店的客

服则称，本身支付宝就需要绑定身份证，将

以此判断买家是否成年。

实际上，在《通告》发布前，京东和天猫

均有对于电子烟售卖的相关规定发布。京东

在今年9月底曾发布公告，即将上线电子烟/

烟油购买身份识别校验系统，要求商家在10

月15日12点前完成相关操作，无校验措施的

商品将被下架处理。公告发布后，有消费者

发现，无法通过PC端进行电子烟购买。而北

京商报记者在近日操作发现，PC端也已经可

以正常购买。

对此，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晓桦

告诉记者，国家烟草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

属于部门规章，只能算行业内的指导文件。因

此通告更相当于在电子烟市场释放监管信

号，进一步发挥效用需呼唤相关法律法规出

台。然而，虽然品牌和平台都有所动作，但这

显然并未达到要求。

郭晓桦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部门规章

是指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所属的各部门、委员

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发布的调整部门管

理事项的规范性文件。而国家烟草专卖局受

工信部领导，所以国家烟草局制定的规范性

文件不属于部门规章，只能算行业内的指导

文件。如果烟草局制定的由工信部对外公布

则属于部门规章。”

《通告》相当于行业内的指导文件，但也

是国家对于电子烟开始监管的一个信号灯。

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电子烟乱象横生，之前一直处于没有

监管的无序发展状态。现在有专门针对网络

销售出台的政策，说明已经开始着手管理

了。但他同时也对此表示担忧，去年8月出台

的《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通

告》，禁止向未成年人直接推广和销售电子

烟，但是实际效果不佳。

我国当前法律法规对于电子烟的限制

性规定主要集中在地区控烟条例方面。今年

10月，《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修订后

展开首次控烟执法，其中对于吸烟和烟草制

品的定义明确，即“烟草制品，是指全部或者

部分由烟草作为原材料生产的供抽吸、吸

吮、咀嚼或者鼻吸的制品以及电子烟。”这意

味着电子烟也被纳入控烟的范畴。

“目前，杭州、深圳、南宁、秦皇岛等新修

法的城市，已经把电子烟列入控烟范围。但

像北京、上海等立得比较早，没有把电子烟

列进去。我们现在是提议《北京市市民文明

促进条例》里面列入禁止吸烟，包括电子

烟。”张建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生产标准缺乏或许是当下电子烟行业最

大的问题。此前有媒体报道，被业内称为“电子

烟一条街”的深圳沙井，生产全球90%的电子

烟。电子烟行业的进入门槛极低，供应链非常

简单。

日前，沈阳市烟草专卖局稽查支队破获

一起特大非法经营加热不燃烧新型卷烟案

件，查获万宝路、HEETS、fiit、MC、宽窄牌

“烟弹”4000余条，涉案金额3500余万元。

“我们也呼吁尽快出台有关生产标准的

规范，包括生产产品的质量、成分、含量都不

明确。有些产品表面上标的和实际上差距特

别大，容易发生危险。还是应当从源头抓起，

加强生产标准规范。”张建枢表示。

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显

示，电子烟的国家标准目前已进入审查阶

段。标准批准通过后，届时中国电子烟生产

流通将依据国家标准要求执行，主管部门为

国家烟草专卖局。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白杨 实习记者 王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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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下架规定敦促不强制 网售电子烟照卖

11月3日，天猫、京东等电商平

台，仍有多家商户在出售电子烟及

相关产品。据介绍，通告是行业内

的指导文件， 不具有强制的约束

力， 因此呼吁强有力的法律法规

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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