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电子烟品
牌RELX悦刻宣布全球首家旗舰店在上海正
式营业， 并计划未来开设 1万家RELX�
STORE。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除了悦刻，刻
米、铂德、福禄等电子烟品牌也纷纷开设了线
下店铺。电子烟在线下市场跑马圈地，是由于
我国近期出台了相关通告， 要求不得通过互
联网销售电子烟。目前，多家主流电商平台已
屏蔽了“电子烟”关键词。未来线下实体店将
成为电子烟角逐的主要“战场”，但这也意味
着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伴随监管趋严，电子
烟行业将迎来发展的新拐点。

百事可乐的春节广告“把乐带回家 过个家‘香’年”在各大平台刷屏。不

过，有经销商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与前几年做法截然不同，百事减少了对百

事可乐等饮品板块在渠道方面的投入， 甚至拖欠了经销商近百万元推广费

用。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百事饮品在与可口可乐的竞争中落了下风的重要

原因。除此之外，与可口可乐相比，百事饮品更大的问题在于产品研发方面落

后，没有跟上中国饮料行业发展的趋势。

线下“争店”

近日，在RELX悦刻宣布全球首家旗

舰店在上海吴江路步行街正式营业后，

RELX悦刻旗舰店也陆续落地北京798、深

圳海岸城等城市核心商圈。

同时，RELX悦刻宣布启动新零售

“361计划”，将在未来三年累计投入6亿元，

助力1万家RELXSTORE开店。RELX悦

刻创始人、CEO汪莹表示：“未来，在加快拓

展线下渠道、提高消费者黏性的同时，我

们会花更大的精力开发新技术赋能店主，

持续提高店铺运营和盈利能力，共同守护

未成年人，通过新技术来革新整个电子烟

行业。”

悦刻实际上只是电子烟的一个缩影。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刻米、铂德、福禄、

Yooz等电子烟品牌也纷纷在线下开设了

店铺。2019年4月14日，雪加在安徽开设了

第一家加盟店。目前，雪加已经在全国6个

大区、140多个城市里，开设了数百家直营

店和加盟店。

美国之宝公司旗下的电子烟品牌———

VAZO也于2019年10月在上海五角场万

达广场开设了品牌旗舰店。VAZO品牌总

监施润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与国内其他

新创品牌不尽相同，VAZO在线下的布局

分为Zippo自有渠道和新设渠道两类。

截至目前，Zippo自有渠道已铺设完

成400多家，预计到今年底，将可在2000多

家Zippo自有网点看到VAZO产品。新设

渠道则由未族科技来负责，以直营店、加盟

店为主，店中店及自动贩卖设备为辅。今年

内，VAZO将在北京、广州、深圳继续开设

直营店铺。

业内人士表示，电子烟品牌纷纷开设

线下店铺，这是个摸索的过程，有的品牌开

设了旗舰店，有的品牌则选择开在商场、临

街商铺、电影院、数码店、夜店等地。其中，

大品牌因资金雄厚，开得最快、最多。

线上“断电”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电子烟品牌

为何集体转战线下？“因为线上禁售，所以

电子烟品牌纷纷建设线下渠道，这也是企

业的必由之路。”中国电子商会电子烟行业

委员会会长欧俊彪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如此表示。

2019年11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保

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告》，敦促

电商平台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并将电子

烟产品及时下架。国家烟草专卖局专卖监

督管理司有关负责人11月5日介绍，各级烟

草专卖监管部门对电子烟监管进行专项部

署，重点地区烟草专卖监管部门正在与相

关执法部门联合约谈主要电商平台，督促

其及时关闭电子烟店铺，下架电子烟产品。

2019年11月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宣部、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

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青少年控烟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全

面开展电子烟危害的宣传和规范管理，

警示各类市场主体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

电子烟，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向未成年人

销售电子烟。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电子烟行业

并非所有品牌最初都“押宝”线上。Zippo

旗下的VAZO自2019年6月在中国上市

后，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在线下店铺运营

支持方面，其中包括了设计支持、装修支

持、人员培训、货品支持及补贴等。

对于VAZO选择线下开店的原因，施

润玮表示，电子烟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级

产品，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主要基

于两点，第一是其产品是否安全可靠；第二

是销售过程中是否合规。从现有成熟的验

证方式来看，线下店铺可以更有效规避未

成年人的尝试、购买。“在项目调研阶段，

VAZO就已经确立了把线下作为主要市场

的长久战略，也提出了适合中国市场的营

销模式。线下渠道的运营和管理一直是

Zippo品牌长期耕耘的强项。”

对此，有业人分析人士称，VAZO提前

发力线下渠道，无疑在监管趋严的当下抢

得了发展先机，但面对行业集体“转身”线

下，VAZO遇到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对资金

投入的考验也日趋增加。

发展遇拐点

业内人士认为，国家政策出台后，按下

了电子烟野蛮生长的暂停键。与此同时，相

比2019年前三季度的“火热”，电子烟在资

本市场开始“遇冷”。

公开资料显示，可查询到的电子烟品

牌融资2019年11月初之后便寥寥无几。而

在2019年前三季度，国内有35家电子烟品

牌获得融资，总融资金额超过10亿元。

在中国电子商会电子烟行业委员会秘

书长敖伟诺看来，政策出台后，对做线上的

电子烟企业影响很大，融资减少是正常现

象。未来的融资情况，则取决于后续电子烟

行业发展和政策法规出台情况。

事实上，作为电子烟的发源地，中国是

目前世界电子烟行业最大的生产国、出口

国。根据中国电子商会电子烟行业协会的

统计数据，目前，我国电子烟民营企业产量

约占全球总产量的95%，出口量约占世界

90%。2016-2018年，中国民营电子烟企业

的销售总额为651.4亿元，其中2018年销售

总额为337.5亿元；2016-2018年电子烟出

口总额为520.9亿元，其中2018年出口销售

总额为286.9亿元。

“虽然电子烟市场巨大，但是由于国标

尚未出台，此时部分电子烟品牌采取过于

激进的门店扩张方式，未来也将面临诸多

考验。”业内人士指出。

施润玮表示，VAZO将在产品端持续

投入研发，引入更先进的加工技术完成制

造升级。在营销端，会在巩固好自有渠道的

同时，开拓更多新兴渠道，并将参加多场连

锁加盟展会，拓展新的渠道和合作。

“我们会加强确保加盟店铺的运营管

理能力，严格遵守国家监管政策，严禁将

产品销售给未成年人。所以，严格加盟店

铺的审核流程将会是目前的一项重要工

作，我们不希望加入盲目开店的‘浪潮’，

目前还有近100多家店铺在等待审核，保

守预估，今年将完成500家新网点加盟。”

施润玮称。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白杨/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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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经销商依赖 百事还能“可乐”吗

摆脱依赖

岁末年初，一名来自黑龙江的经销商

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近几年，百事饮品一

改原来高投入的风格，大量减少在渠道推

广方面的投入。

该经销商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百事

曾经通过高投入，保持了与可口可乐的竞

争。但近些年在渠道投入越来越少，并让经

销商垫付部分推广费用，却迟迟未能清还

欠款，很多经销商都出现了亏损的情况。黑

龙江区域内有位经销商被拖欠的推广费用

近百万元”。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采访百事可乐相

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据上述经销商透露，自己所在的黑龙

江一个地级市，百事旗下的饮料销售不理

想，曾与百事可乐方面负责人口头约定，经

销商垫付了很多费用，现在难以兑现。为了

追回垫付款，又不能解约，自己骑虎难下。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由于在新零售渠

道的压力下，百事减少了对传统经销商的

依赖。

据了解，近年来百事的投资去向包括

增加产能和扩张新市场通路、商品货架和

冷冻机器等方面，而不是传统经销商方面。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目

前百事可乐在渠道方面减少投入，主要原

因是百事可乐正在公司整体战略调整下，

改变原有的推广渠道。

数据显示，百事正在持续加强全渠道

能力，特别是在电商领域。2019年，百事电

商零售额预计达近20亿美元。2020年1月

14日，百事与京东签订战略协议，双方将围

绕产品反向定制、营销、数据共享及品类管

理、供应链提升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并提

出未来三年京东平台家庭组合装产品销售

额实现300%增长的战略目标。

重点转移

除了在渠道方面的调整，百事也将重

点放到了食品领域。

2019年，在一次业绩会议上，百事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龙嘉德表示，截至

2019年三季度，百事投资涉及众多的大

品牌和地区，同时也支持创新工作和新

兴品牌的发展。

2018年8月，百事宣布增资近1亿美元

扩建并改造百事上海松江工厂，增设全新

生产线，引入先进的包装与仓库技术，全面

提升工厂的现代化水平。百事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投资完成后，百事松江工厂将新

增薯片产能，满足中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

需求，并提供约370个直接就业机会，以及

千余间接就业机会。

除此之外，2019年6月，百事宣布投资

5000万美元在四川省德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建百事食品四川生产基地。该工厂也

是百事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首个薯片工厂。7

月26日，百事宣布在华投资约1.31亿美元

收购五谷磨房食品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6%

股权，一举成为后者第二大股东，加码健康

食品领域。

对于在食品领域的不断投入，百事相

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1993年，

百事食品业务随着乐事薯片的引进而进入

中国，已经是中国零食品类的领先品牌，其

中食品品牌包括乐事薯片、桂格麦片、多力

多滋、奇多等，都是百事公司旗下年零售额

超过10亿美元以上的品牌。

据了解，1902年，科尔贝创建了百事

可乐。1965年，百事可乐与休闲食品巨头

菲多利合并，正式更名为百事。从1977年

开始，百事进军快餐业，先后将必胜客、

TacoBell和肯德基收归麾下，进入多元

化经营的高峰。1981年，百事在深圳兴建

了百事可乐灌瓶厂，宣告了投资中国历

程的开始，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美国商

业合作伙伴之一。2011年11月，康师傅与

百事达成战略联盟。百事将把其持有的

在华24家瓶装厂股权全部转让给康师傅

饮品控股，以换取其在康师傅饮品控股

股份。

差距拉大

在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

创始人徐雄俊看来，作为一个食品品牌，饮

品虽然不是其最重要的业务板块，但作为

与可口可乐竞争最直接的领域，从目前的

情况看，百事在饮品领域与可口可乐差距

拉大了。

在产品端，2019年可口可乐在中国已

经推出12个单品，涉及咖啡、柠檬茶等产

品。特别是2019年冬季，可口可乐首次推

出4款不同品类、不同口味的热饮产品，在

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各个渠道进行销

售。除此之外，可口可乐还将运动饮料爆锐

和植物基饮品引入中国。

在新品领域，百事除推出了雪盐焦糖

口味的可乐，还将推出百事能量饮料和限

量版咖啡可乐饮品PepsiCafé。值得注意

的是，百事旗下全球运动饮料第一品牌佳

得乐已经在中国布局十年，但一直并未能

成为绝对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可口可乐通过新品策

略，在C端市场，将主流产品的单价从3元

提高至5元，提高了客单价。但百事饮品除

雪盐焦糖可乐售价6元/ 瓶外，其他主流常

规产品仍维持在3元/ 瓶的价格。在B端市

场，可口可乐持续在正餐市场发力，而百

事可乐主要布局客单价相对较低的快餐

市场。

从业绩看，双方也存在差距。2019

年，百事一季度实现营收128.8亿美元，净

利润为14.1亿美元。可口可乐一季度实现

营收仅80亿美元，净利润为16.78亿美元。

二季度，可口可乐汽水饮料整体实现3%

的销量增长，其中经典可口可乐增长4%，

零糖可口可乐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

势，实现了连续7个季度的增长。同期，

百事也在中国实现两位数增长，但龙

嘉德认为背后反映了“百事增加投资的

好处”。

“其实，百事在饮品领域仍存有一定

优势，如果能够积极调整现在的策略，

未来百事饮品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徐雄俊说。

北京商报记者 李振兴/文并摄

打响线下争夺战 电子烟生死竞速

百事可乐可口可乐

2019年上半年
180.2亿美元
42.9亿美元

293.3亿美元
34.45亿美元

2018年
318.56亿美元
64.76亿美元

646.61亿美元
125.15亿美元

578亿美元
48.57亿美元

2017年354.1亿美元
12.48亿美元

净利润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