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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轮融资 纽西之谜钱花哪了

吉野家肯德基竞相入局零售新战场

北京贝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7MA01FH0J1J）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8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680万元，请债
权人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相应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孙炳智 联系电话：13910066114
北京贝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9日

减资公告

再获融资

据悉，纽西之谜此轮融资由凯辉基金领

投。纽西之谜母公司上海优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优萃生物”）计划在2022年申

报创业板，而此次融资金额也将主要用于上

市准备和品牌营销投入。

北京商报记者就上市计划等问题向纽西

之谜求证，截至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事实上，纽西之谜自成立以来已经完成

了6轮融资。包括2020年3月的股权融资、

2018年10月的D轮、2017年11月的C轮及

2016年的B轮、2015年的A轮、2014年的天使

轮。纵观其背后的投资方，包括红杉资本中

国、丹缇投资、方正和生投资和天壹资本等。

在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赖阳看

来，当下美妆护肤市场不断扩大，各种品牌

都在不断崛起。而随着消费模式的改变，一

些品牌走向高端，获取更高利润；一些品牌

则凭借互联网成本低、效率高、获客容易等

特点，凭借较高的性价比迅速走红。无论是

哪种方式，只要能不断吸引消费者，其发展

就会被资本方看好，比如完美日记，比如纽

西之谜。

天眼查信息显示，纽西之谜为新西兰

NZskincare化妆品有限公司旗下护肤品牌，

推出至今已有20年历史。2014年，优萃生物控

股投资NZskincare，随后将纽西之谜品牌引

向以中国为主的国际市场，而优萃生物成立

于2011年，经营范围包括生物科技领域内的

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目前，纽西之谜整个护肤系列有50多个

单品、六大系列。品牌主打天然护肤，一方面

为消费者提供护肤产品；另一方面，依托线下

门店场景，为消费者提供肌肤护理方案和家

用型医美护肤产品结合的服务。

轰炸式营销

从获得多轮融资到被传上市，纽西之谜

像是第二个完美日记。凭借线上营销，实现迅

速出圈，获得资本青睐。去年9月，纽西之谜邀

请罗志祥成为了旗下产品隔离霜的代言人；

一年之后，纽西之谜再次斥巨资聘请赵薇为

其品牌代言人。

据纽西之谜官方透露，纽西之谜抖音广

告投入转化率达到1：3。基于这样的转化率，

纽西之谜不断加码营销。除与抖音及各大网

红合作外，纽西之谜还与快手、微博和小红书

等平台进行合作推广。除此之外，纽西之谜还

通过举办动销活动，与剧星传媒、芒果TV、巨

量引擎、饿了么等实现合作。今年9月20日，电

影《花木兰》上映期间，纽西之谜举办了“920

就爱你，谜粉节”，由其赞助10万场贴片广告

并补贴门店电影票、厂家给予包店支持，联合

全国近万家门店进行了动销活动。

这种轰炸式营销效果也带来了高销售

额。数据显示，2019年，纽西之谜营收达5亿

元；2020年前三季度，纽西之谜销售业绩同比

增长3.5倍，其中电商渠道业绩同比增长5倍，

全年品牌开票销售额将突破20亿元。2020年，

纽西之谜天猫“双11”业绩突破1亿元，同时，

其自营电商渠道总销售额超过1.4亿元。

快消行业新零售专家鲍跃忠表示，纽西

之谜凭借线上铺天盖地的营销，提升了消费

者对于品牌的认知度，同时，通过爆款打造战

略，依靠单一品类或是几个单品作为突破口，

在线上渠道建立口碑和品牌知名度。这一方

式试错成本低，风险相对可控。

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纽西之谜凭借着

极强的营销迅速出圈，被消费者熟知，这种营

销在短时间内是有效的，但并不代表长期有

效，长期发展还是要看产品本身的质量。留住

消费者的一定是产品本身。

与此同时，纽西之谜在产品研发方面的

投入也备受关注。据了解，目前，纽西之谜在

新西兰和上海拥有自己的研发工厂，同时，预

计将投入5亿元在东方美谷打造纽西之谜亚

洲工厂。而被业界诟病轻研发的完美日记投

资近7亿元打造的彩妆研发和生产基地正式

动工。据悉，欧莱雅集团在全球共有近4000名

研发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持平，每年的研发

投入达8.77亿欧元。

业内人士表示，网红品牌与传统高端化

妆品企业相比，在研发上存在一定的不足，这

也是其难以走上高端化发展之路、难以获得

高利润的原因之一。

借轻医美突围

崛起线上、回归线下成为众多网红品

牌的必经之路。而随着众多网红品牌走入

线下，为避免直面竞争，纽西之谜开始将目

光放在了轻医美上。2018年，纽西之谜提

出了“轻医美”概念，并推出了纽西之谜水

光枪。同时，纽西之谜方面称，线下CS门店

也将向轻医美转型，以此来增强顾客的需

求和黏性。

纽西之谜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文勇曾表示：“想要击败互联网产品的价格

攻势和获取长久的会员留存，必须要完成新

的引流模式。”

按照纽西之谜的说法，其轻医美发展模

式主要为利用线下门店专业治愈方案和家用

型医美护肤产品相结合的方式，为消费者解

决相关问题，同时提升消费者的忠诚度。

数据显示，目前，纽西之谜已经入驻了国

内3000家屈臣氏，而到今年底将会入驻国内

所有的屈臣氏，并在北京、上海、南京、青岛等

城市的屈臣氏开出8家轻医美体验中心，同时

开设单品牌店铺，目前在北京、上海、宁波等

一二线城市开设了20多家单品牌店。

在赖阳看来，纽西之谜之所以涉足轻医

美领域，是想给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一个更专

业的化妆品牌形象，以此提高用户黏性。因为

作为普通化妆品，想要在相同类型的产品中

作出差异化存在一定难度，而入局轻医美，与

完美日记这些品牌可以形成错位发展，避免

同质化竞争。不过，轻医美领域有着一定的技

术门槛，在监管层面同样和化妆品不适用，而

且这一领域也有较多品牌提前布局。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雅诗

兰黛推出了线雕精华素；AHC、兰芝、Dr.jart、

JAYJUN等韩国品牌先后推出类肉毒杆菌胶

原蛋白系列、生长因子系列等医美级护肤品；

联合利华推出了首个微商新零售项目———夏

士莲雪花系列，上市了首款“冻干粉+精华液”

的轻医美组合套装；而御家汇同样布局了轻

医美领域。

“纽西之谜在避免了与美妆品牌同质化

竞争的同时，又陷入另一轮新的竞争中。这些

品牌对于纽西之谜的轻医美发展，存在着不

小的冲击。另外，被贴上轻研发、网红等标签

的纽西之谜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很难在这

一领域实现突破。”业内人士分析称。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张君花

完美日记走过的路，纽西之谜又

走了一遍。11月18日，护肤品牌“纽西

之谜”完成近3.5亿元E轮融资。据创

始人刘晓坤介绍，本轮融资或将是公

司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 营销高投

入、 押宝轻医美……网红品牌的套

路，纽西之谜深谙其道。然而流量如

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靠营销堆砌

的品牌难免昙花一现，资本只能成就

生意，却造就不了品牌。

摆脱堂食依赖

11月18日，合兴餐饮集团继吉野家、DQ

后再次推出新品牌“吉食汇”，据合兴餐饮集

团行政总裁洪明基介绍，吉食汇是主打“新零

售”的餐饮品牌，主要包括堂食、外卖以及家

庭厨房三个消费场景，重点聚焦家庭品质生

活消费场景。

吉食汇品牌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除了消费场景多样化之外，吉食汇线上

及线下体验区所涵盖的产品种类较广，总计

有90余种产品，主要聚焦在冷冻速食、粮油、

调料、休闲食品等品类。“通过店面零售、社

区零售网点、电商平台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多渠道，吉食汇主要解决消费者食材采买问

题，并以速食料理、食材、饮料零食、家厨用

品为主。”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吉食汇线上

渠道主要是吉食汇微信小程序，涵盖外卖、堂

食点餐、家庭厨房用品三个消费场景，线下门

店体验区设有堂食就餐区域，同时也进行速

食料理、饮料零食等产品的售卖。上述负责人

透露，吉食汇还将有更多的新零售布局，首先

吉食汇未来将开设独立的便利店，另外吉食

汇还将整合线上资源，逐步进入电商平台。

对于此次发布吉食汇，上述吉食汇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很多餐饮品牌为了

防护疫情，逐渐减少堂食，这使餐饮行业减少

了不小的营收。为应对这种变化，集团开始对

线上消费、消费场景进行革新，这也是新零售

品牌吉食汇出现的原因。

巨头竞相入场

事实上，吉野家并不是才开始发展零

售业务。此前，吉野家就曾尝试推出过吉

野家招牌牛肉饭的预包装产品，并且多次

现身各类直播间，此次吉食汇的发布则是

吉野家将要大力发展零售业务的信号。近

期，肯德基的“KAIFENGCAI”也已经掀起

了业内对于餐饮零售的高度关注，正符合

今年疫情初期业内对于餐饮行业发展走

势的判断。

可以预见：发力零售业务将成为餐饮企

业未来几年的布局重点，这将是提升餐饮企

业抗风险能力，优化营收单一等问题的重要

抓手。

在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

志宏看来，餐饮零售早已成为整个餐饮行业

的重要发展趋势，餐饮行业看到了零售业务

对于支撑企业发展以及带动企业增长的能力

和空间，因此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在今年集

中着手布局零售业务，有的企业甚至调整战

略，重点发力零售业务。

在一位餐饮零售业务负责人看来，疫情

让餐饮企业加快发力零售业务。今年前，很多

餐饮企业已经开始布局零售业务，例如海底

捞就是较早独立发展零售业务线的品牌之

一，渠道也早已铺设完毕。

同时，也有很多品牌是依托自己的门

店做小规模、小范围的零售尝试，很多餐饮

企业在门店售卖自有品牌所用的食材或者

半成品。还有一些品牌则是在固定的时间

节点出售零售产品，例如半成品年夜饭、月

饼、粽子等，这些都是餐饮企业在零售方面

的布局。

上述负责人继续解释，今年因为疫情

的关系，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意识到自己

的收入结构不够均衡，过于依赖堂食就会

导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受到重创，“虽

然外卖业务的成型和成熟能够从一定程度

上缓解这类困境，但由于外卖成本不断攀

升，餐饮企业需要更加可靠、可控的业务板

块作为堂食的补充”。因此，餐饮零售这一

赛道开始随着百胜中国、吉野家这类大品

牌的进入而变得更加拥挤，同时也更具吸

引力。

考验供应体系

从吉食汇目前的定位和计划发展的品类

来看，吉食汇将家庭用餐场景作为自己的重

点发力目标，产品也不仅仅局限于预包装食

品和食材，这也意味着吉食汇的运转需要多

条供应链路作为支撑，而这也是吉食汇以及

正在发力餐饮零售的餐饮企业将要面临的

难题。

上述餐饮零售业务负责人表示，餐企发

力零售业务的关键在于供应链，因为零售的

关键就在于生产线，目前多数企业会倾向选

择代加工的方式，即选择与具有生产加工资

质的工厂合作生产预包装等产品。

该负责人认为，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轻，

能够在短时间内推出多种不同的品类抢占市

场。但这种模式也有弊端，就是生产环节的可

控性较弱，出现食品卫生安全事件的几率相

对更高，这类事件此前在以代加工模式为主

的零食领域就曾多次发生，会给品牌造成不

小的伤害和损失。

另外，就是自建工厂和生产线，但这种模

式的成本很高，多数企业都无法承担。因此，

餐饮企业可以尝试先通过代加工的模式测试

产品，如果产品后期的销量不错，并且可持续

发展空间大，就可以考虑自建生产线。这对于

企业零售业务的持续发展会起到很大的帮

助，同时也能帮助餐饮企业转型，优化营收单

一及产品标准化的问题，同时也能打开企业

在B端的想象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于桂桂

肯德基卖螺蛳粉的热度还未退却，又一个连锁快餐品牌尝试用零售拓展家庭

用餐场景。11月18日，吉野家宣布推出新品牌“吉食汇”，主打零售业务，产品除了

预包装食品、半成品、食材外，还包括饮料零食及家厨产品等。吉食汇也将同时铺

设线上及线下渠道，初期将利用吉野家门店作为载体开设体验区，未来计划开设

独立的门店。

疫情以来，餐饮零售热度日渐高涨，行业间的竞争也随着百胜中国、吉野家这

些大品牌的入局而逐渐加剧。然而，零售业务的背后是供应体系的支撑，零售能否

成为破解餐企营收单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供应体系能否持续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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