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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春晚 快手快跑
11月20日，快手宣布成为央视2020年春晚独家互动合作伙伴，双方已经成

2019年央视春晚合作互联网企业

立专项工作小组。对于红包金额30亿元预算的传闻，快手方面未予回应。但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大概率会超过百度去年的10亿元。

央视春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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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今，每年的春晚都是互联网企业的营销重地，当年拿下独家赞助

“
傍上”春晚

传出“快手与春晚达成独家互动合作”的
消息后两天，快手终于官宣，将在除夕进行春
晚红包互动。目前，快手与春晚已经成立专项
工作小组，快手多部门正在准备春晚方案。春
节期间，快手将在快手App为代表的产品矩
阵内，以各种形式与用户互动。
有媒体报道，快手春晚产品互动玩法正
在讨论中，有主要两大产品方向，一是利用
AI、AR等技术带领用户参与抢红包、互动；二
是将快手上独有的生活化、原生态的内容呈
现给用户，加以情感连接。春晚晚会现场，将
以快手App为主，快手极速版、大屏版等其他
版本将参与各个预热活动。
以上玩法并未获得快手确认，但业内人
士认为，借助春晚的曝光量，尽可能频繁地推
荐各家产品是各家的主基调，但具体的玩法
要根据平台属性作调整。
这不是快手首次与央视春晚合作。2019
年，作为春晚的“内容分发平台”，快手获得了
春晚的短视频版权，授权内容不仅包括2019
央视春晚、2019央视元宵晚会，还包括历届
春晚内容。
但拿到央视春晚红包独家互动合作，快
手还是首次，在短视频行业内也没有先例。
正因为是第一次，业内人士对快手投入
春晚的红包金额兴趣十足。有报道援引知情
人士消息，“快手的预算为30亿元”。如消息属
实，这将是去年百度为央视春晚投入的三倍，

组队分现金、邀好友赚奖金等

央视春晚

“30亿元水分太大，快手是头部短视频类
企业，但是跟之前的主角支付宝、微信、百度
相比，体量还有差距，30亿元投入过大。”比达
分析师李锦清说。
在艾媒咨询CEO张毅看来，“互联网公司
投入春晚红包的金额，其实无从考证，具体是
多少钱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进行这么大规
模的营销，还是得让用户有感知，快手的投入
高于去年百度的10亿元，应该没有悬念”。
如果时间倒退一年，春晚独家互动合作
快手一定在意料之外，但在启动“战斗模式”
后的第一个春节，快手下血本营销并不奇怪。
6月下旬，快手创始人宿华、程一笑宣布，
快手将变革组织、优化结构，开启“战斗模
式”。两位创始人直面快手遭遇的内外挑战，
并定下目标：在2020年春节之前，达到3亿日
活跃用户。
按照快手的官方数据，当时快手日活用
户2亿，这意味着，快手要在半年时间内将日
活数据增长50%。
根据QuestMobile发布的相关数据，
2019年6月和9月，快手App月活用户规模均
为3.4亿。不过QuestMobile方面并未透露快
手App的日活跃用户数。
在这个关键的节点，“ 快手之前比较佛
系，在春节只需要采取跟随战略，但现在快手

独家社交媒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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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亿元

也是春晚红包大战五年来，金额最高的一次。
对于具体金额，快手方面则未予透露。
狂奔的跳板

平台

亿元

权的微信、支付宝、百度也均处在关键变革期。有观点认为红包大战只是赔钱
赚吆喝，但互联网企业们依旧不愿意缺席，开启战斗模式的快手更不例外。

内容分发

做任务领音符、集音符分现金等

历年央视春晚红包独家合作企业
合作方

金额

互动玩法

微信

5亿元（包括品牌方投入）

摇一摇

2016年

支付宝

8亿元

手气红包、集五福

2017年

无

2018年

淘宝

10亿元

跨屏互动、发放红包和特权商品

2019年

百度

10亿元

摇一摇、随机红包、手气红包

2015年
2019年春节合作平台一览

需要更主动些。”李锦清表示。
躲不开的混战

数据证明，春节为互联网企业和产品带
来的曝光量和日活拉升十分明显。
根据百度方面数据，2019年央视春晚，全
球观众参与百度App互动208亿次，百度
DAU峰值突破3亿。春晚第一轮红包互动共发
出3亿元现金，互动92亿次。
此前不是春晚独家合作伙伴的快手，也
拿到了不错的成绩单。QuestMobile的数据
显示，2019年春节（2月4日-10日），快手日均
DAU达到2.1亿，增幅达22.4%。
有观点认为，春节带来的用户增量并不

能持续，企业只是赔钱赚吆喝。不过，从2015
年至今，互联网公司从未缺席春节红包大战，
变化的只是玩法和投入力度。
自微信2014年春节前上线红包功能后，
春节红包营销已经成了常态，每年与春晚独
家合作的企业，也几乎都处在关键节点。
2015年的微信和2016的支付宝，正在移动
支付领域攻城略地。2017年两家虽表示“没有
红包大战”，但春节相关的红包营销仍在跟进。
2018年淘宝与央视春晚独家合作，支付宝再次
推出“集五福”活动，为的是O2O圈地。2019年
拿下春晚独家赞助权的百度，将百度App确定
为移动互联网战略核心，猛攻信息流。
蚂蚁金服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露，今年支付宝还会继续“集五福”，不过并未

透露具体的玩法和投入金额。有报道称，“百
度2020年将继续上线‘好运中国年’运营活
动，红包金额仍将达数亿元，目前已经成立项
目组”。对此，百度方面称，“ 暂时没有对外公
布的消息”。微信方面虽未公布2020年春节红
包的消息，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微信仍会针
对春节推出新功能，比如像去年春节上线的
定制红包封面功能。
“现在很难再有像2015、2016年那样针锋
相对的，明确针对红包的春节大战，”李锦清
判断，“一是因为用户开始审美疲劳，二是移
动支付格局已基本确定。企业现在更多是为
了品牌影响，这也要求企业在玩法设计、活动
运营、后期用户维护上下更多的功夫。”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网红辣酱上线拌面 虎邦之意不在“面”
11月20日， 网红辣酱品

辣酱+拌面

11月20日，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官方微博
—魔鬼特
获悉，虎邦辣酱推出了一款新品——
辣拌面。虎邦辣酱官方微博相关人员表示，目
前该产品刚刚上线，只在虎邦辣酱天猫旗舰
店进行售卖，线下暂时没有上线。
魔鬼特辣拌面面饼为非油炸型手擀面，
酱料为虎邦明星产品魔鬼特辣酱。据悉，魔鬼
特辣拌面是虎邦辣酱首次推出的面制品。目
前，魔鬼特辣酱是虎邦辣酱旗下最受欢迎的
辣酱产品之一。该产品已在虎邦辣酱天猫旗
舰店首发，线下暂时没有销售。
对于此次虎邦辣酱推新品的原因，北京
商报记者以电话邮件形式对其进行了采访，
截至记者发稿，未得到回复。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魔鬼特辣拌面的推出，
并非意味着虎邦辣酱要入局方便面这一市场，
而是在为辣酱产品布局。目前，方便面市场有
白象、康师傅等巨头林立，根本没有虎邦辣酱
的立足之地。虎邦辣酱不可能、也不会分散精
力去重新开发方便面市场。
“因此，虎邦辣酱真
正的意图在于辣酱包，而方便面只是一个副业
或者是一个捆绑性的产品。”朱丹蓬说。
值得一提的是，虎邦辣酱并非首次与面
制品企业联合捆绑销售。今年“十一”国庆期
间，虎邦辣酱联合克明面业推出了国庆挂面
礼盒装，产品同样是面制品与辣酱的配合。据
悉，该款产品主要由克明面业营养系列挂面
和虎邦辣酱组合而成，当时仅在线上旗舰店
售卖，没有布局线下。
“无论是魔鬼特辣拌面还是国庆挂面礼
盒装，都是在为辣酱产品做嫁衣。”朱丹蓬表

牌虎邦辣酱推出新品魔鬼特

虎邦辣酱天猫超市月销量

辣拌面。不过，虎邦辣酱推出

虎邦辣酱鲁西牛肉酱50g

魔鬼特辣拌面的真正目的并

月销量

非是入局方便面市场， 而是

虎邦辣酱鲁西牛肉酱100g

借助拌面更好地销售虎邦辣
酱料包。实际上，在辣酱市场
上，除了老干妈一枝独秀，并

月销

5287
1023
2461

渠道短板

笔

笔

老干妈风味豆豉

虎邦辣酱虎皮蒜蓉酱
月销

没有第二品牌出现， 虎邦辣

月销量

笔

7.8万
3.2万
1.4万

笔

老干妈精致牛肉末豆豉

酱有意通过拌面突围， 争做

月销量

行业第二，填补空位。不过，

老干妈风味鸡油辣椒

线下渠道的缺失成为了虎邦

月销量

辣酱发展中的最大障碍。

联合创始人胡峤松曾表示。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辣酱产量为591
万吨，同比去年增加1.82%。专家预计，整个辣
酱行业市场规模增速仍在7%以上。到2020年
底，我国辣酱行业市场将达400亿元。
为了填补第二品牌位置，虎邦辣酱无论
是在产品定位上，还是在场景切入上，都避开
了与行业巨头老干妈的直接对抗。
其中，在产
争做第二
品定位上，虎邦辣酱定位高端辣酱市场，产品
“当下的辣椒酱行业较为特殊，其中老干 定价在15-30元之间，远高出老干妈8元左右
妈无论是铺货率、还是品牌认知度都非常高， 的定价；在场景切入上，虎邦辣酱主要切入外
但是除了老干妈，第二辣酱品牌的位置一直 卖场景，联合饿了么、美团两大外卖平台，推
是空缺的，每个省份都有不同的品牌，而虎邦 出15g、30g、50g小包装产品，覆盖一二线城
辣酱的愿景是能够填补这个空缺，成长为在 市的外卖群体。
全国来说有较强品牌认知的产品。”虎邦辣酱
通过布局外卖场景，虎邦辣酱累计开发

示，辣酱市场的发展空间和利润高于方便面
市场，虎邦辣酱不断推出面制品与辣酱搭配
的新品，为的是开创一个新的销售场景，如果
未来该产品比较火爆，其辣酱包可以作为配
套产品，进而打开餐饮店、面食店、米粉店之
类的销售市场。

笔

笔

老干妈辣酱天猫超市月销量

餐饮终端10万+之多，平均年增长200%，
2018年在线外卖市场收入达4712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虎邦辣酱定位高端化、切
入外卖场景，为的就是避开与行业巨头老干
妈以及各区域性品牌在线下渠道的正面对
抗，因为当时的虎邦辣酱并没有这样的实力，
想要发展，首先要立住脚。
胡峤松曾表示，对虎邦辣酱而言，外卖场
景仅仅是虎邦立足的第一战场，而在下一阶
段，除了持续复制、扩大外卖场景，虎邦辣酱
将会开辟第二战场。
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面与辣酱的配合或将成为虎邦辣
酱发力的第二场景，但能否成为行业第二，还
尚待进一步观察。

“凭借网络优势走红线上的同时，线下的
缺失成为虎邦辣酱争做行业第二致命的‘绊
脚石’。”业内人士称。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虽然虎邦辣酱
在以年轻消费者为主体的网络上销量不错，
但在线下以家庭为主体的消费者群体中，虎
邦辣酱的知名度却不如老牌企业。据悉，虎邦
“双11”线上销量为500万罐。然而，在北京多
家超市的辣酱铺货区，并未看见虎邦辣酱的
身影，同时，占据这些超市大部分区域的，依
旧是传统品牌老干妈、利民、李锦记等品牌。
此前，胡峤松曾表示，虎邦辣酱有两不做，
一是线上做广告、线下铺渠道的传统模式不做，
二是和竞品（老干妈）拉不开差距、找不到差异
的模式不做，虎邦辣酱要发展、要生存就要打破
传统的思维模式，开创独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
因此，目前虎邦辣酱在以真功夫等餐饮
店为主的线下渠道，布局了两万多家终端，而
在一般的商超渠道，尚未铺货。
不过，即使拥有两万多家终端数量，虎邦
辣酱与传统辣酱企业的铺货量依然相差甚
远。资料显示，老干妈在销售渠道方面建立了
大区域经销商，并通过大区域经销商建立遍
布区域的二次网络，最终遍布全国的销售渠
道，形成了销售网络护城河。
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始人
徐雄俊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虎邦
辣酱必须要走到线下，才能长久持续地发展。虽
然虎邦辣酱已经开始尝试着走向线下发展，但
线下渠道的布局与传统老牌辣酱企业相比还远
远不够，如果想要追赶老干妈，渠道将成为其
最大的短板。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张君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