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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龙要上市：一根辣条的生意经

败诉之后，电视开机广告走向何方
“我们尊重法院判决。”11月19日，针对开机

广告案败诉一事，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乐融致新”）这样回应北京商报

记者。开机广告在国内市场已经存在七八年，伴

随着互联网电视的崛起而流行，却没有因为互联

网电视的没落而就此消失，这背后虽是国产品牌

利润微薄的无奈之举，却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一年多来，在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以下简称“江苏省消保委”）的推动下，冗长的智

能电视开机广告现象有所改善，该委员会发布的

《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技术规范》也在今年正式生

效。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即便经历了整改和诉

讼，但电视开机广告不太可能全部取缔，未来规

范化发展更加现实。

判决支持“一键关闭”

据江苏省消保委发布的消息，此前对乐视电

视所属企业乐融致新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近日宣判，乐融致新一审败诉，江苏省消保委主

张的“一键关闭”功能得到判决支持。

2019年7月起，江苏省消保委开展针对智能

电视开机广告的系列调查、整改、诉讼维权专项

行动，对存在问题的创维、夏普、海尔、乐视等7家

智能电视品牌企业进行了约谈、跟踪和监督。今

年7月，江苏省消保委曾就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整

改情况进行通报，根据通报，经过四轮整改，除乐

视外6家企业整改均取得显著成效。因前期乐视

无实质整改，2019年12月，江苏省消保委对乐融

致新依法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江苏省消保委指出，乐融致新消极应对消费

者诉求。在公益诉讼发起后，乐融致新态度依然

消极，未与江苏省消保委有过任何正式接触，缺

席南京市中院召开的庭前会议，并在证据提交阶

段辩驳其行为符合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要求。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乐融致新行为完全是重利润

攫取、轻权益保护的表现，更是企业社会责任意

识的缺失，应坚决予以遏制和打击。

2020年11月10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宣判乐融致新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侵犯了消费

者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应予整改，乐融致新一

审败诉。至此，江苏省消保委主张的“一键关闭”

功能得到判决支持。

普遍现象

开机广告是七八年前互联网电视的产物，目

前，一部分开机广告由互联网电视自带，另一部

分是OTT盒子自带，一旦连接网络，广告就会自

动更新显示。然而，现在畅行的“智能电视”实际

已经无法与网络分割，“想看电视，先看广告”的

现状已经成型。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指出，彩电业近年来销量

下滑，企业利润整体单薄，尤其是价格战肆虐，一

些企业处于亏损的边缘。开机广告能扩大企业除

硬件收入之外的收入，提升盈利水平，开机广告

也可以丰富彩电企业的盈利模式，因此很多企业

不愿意放弃。

开机广告之所以会出现，与当初互联网电视

品牌“买会员送电视”的套路脱不开干系，价格战

开打之后，传统电视厂商的利润越来越少。据奥

维云网数据显示，2019年彩电市场行业均价为

2809元，创近十年新低。这也与智能电视零售价

的不断下降密切相关。根据统计不难发现，当前

国内各大厂牌的智能电视售价一再下降，55英寸

的热门机型普遍在2000元以内，而来自国外的品

牌则普遍售价在3000元左右甚至更贵。

家电观察人士许意强表示，彩电企业不放弃

开机广告，既有商业上的原因，也有产品上的原

因。比如开机广告的精准投放，是众多智能电视

企业的一种盈利手段和方法，在保证消费者利益

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利益的共享与分享；此外，电

视智能化之后，开机启动本身需要一段时间，过

去是黑屏或企业的LOGO，现在是比较短暂的广

告推送，本身并不影响用户的实际收看体验。“我

并不赞成对于智能电视的开关机广告‘一棍子打

死’，也不能‘放任不管’，而是需要在相关的标准

和体系下，既保证消费者的利益，也能让企业展

开商业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规范施行

经历过行业整改，电视开机广告是否有可能

就此取缔呢？许意强认为，江苏省消保委的公益

诉讼，并不是针对不允许彩电企业设置“开机广

告”，因此不存在消保委凭借一项针对单家企业

的公益诉讼，就能封杀全行业的所有智能电视开

机广告，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同时，其他主动整

改企业的动作，也不是取消开机广告，而是给用

户一定的选择权，并明确开机广告的时间。

“未来，我认为智能电视的开机广告应该会

长期存在，但一定要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因为，有针对性的开机内容广告，也是电视走

向全面智能化发展的一部分内容，更是彩电企业

与用户交互的一个平台和窗口。封杀没有道理，

更没有法律依据。”许意强说。

丁少将也认为，开机广告现象应该规范化发

展，比如增加关闭按钮、给用户选择权等。电视企

业创新OTT业务模式值得鼓励，但在一些业务发

展初期难免有一些问题，总体上不能因噎废食，

需要做好企业创新和用户体验的平衡。

今年3月，江苏省消保委发布《智能电视开机

广告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经过法定程序，

2020年9月23日《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技术规范》

正式生效施行。

根据该技术规范要求，在硬开机（智能电视

从电源切断的关机状态中重新开机）、软开机（智

能电视从待机状态中重新开机）状态下，智能电

视开机广告时长均不超过30s；关闭广告提示窗

应在广告播放后1s内显示，直至用户点击关闭广

告提示窗或广告播放完毕前，应始终提供该提示

窗；点击关闭广告窗后，应在3s内停止广告播放，

并切入电视UI界面。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拟明年赴港上市

11月19日，有消息称，卫龙食品计划明年

在香港IPO，募资10亿美元。该公司正与中金

公司、摩根士丹利和瑞银合作，商讨明年下半

年上市事宜。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联系采访卫

龙食品，但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卫龙食品此前多次股权

变更，就被业内看作是为上市铺路。据悉，卫

龙食品所属的生产和销售商是漯河市平平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平食品”），该

公司由漯河市卫龙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卫龙商贸”）100%控股。工商信息显示，2017

年9月股权变更前，卫龙食品创始人刘卫平、

刘福平分别持有平平食品60%、40%的股份。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从2017年至今，卫

龙食品控股方卫龙商贸进行了多次股权变更。

2017年7月，刘卫平和刘福平退出卫龙商贸，新

增上海市嘉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和霍尔果斯

刘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均为刘卫平控股公

司）；2018年8月，上海市嘉烽股权变为90%，霍

尔果斯刘氏股权变为9%，新增易丰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占股1%。此外，卫龙商贸从投资人到

公司类型和注册资本都进行了多次工商变更。

而今，经过多次股权变更后，卫龙商贸的

股权结构已经变为漯河和和食品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占股99%（刘卫平是唯一董事），易丰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股1%，两者注册地都在

英属维京群岛。

在香颂资本董事沈萌看来，卫龙食品频

繁变更股权，是为在香港上市铺路。从股权结

构可以看出，卫龙食品的股权结构已从纯内

资变为纯外资，这种股权结构在上市进程中

将不需要内地证监会审核，从而加快卫龙食

品在香港上市的步伐。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上市能够为

卫龙食品带来大量发展所需的资金，便于今

后的多品类布局。

公开数据显示，卫龙食品每天生产辣条

三四千万包，已经占据全国辣条行业的10%。

仅卫龙旗下的魔芋产品，年销售收入就达到

了8306万元，同比增长170.03%。

靠营销出圈

从5毛钱的辣条中突围，卫龙食品的快速

走红离不开品牌营销，甚至一度成为了继“老

干妈”之后的又一“国货之光”。

在甩掉“土味”的路上，卫龙食品先从包装

“动了刀”。2016年9月7日，在iPhone7发售的

前一天，卫龙食品将天猫旗舰店的风格改成了

妥妥的苹果风，同时还推出了Hotstrip7.0（辣

条7），配上的文案也是“改变食界，条条是道”，

包装和文案上的设计成功吸引了众人注意。

在此之前，卫龙食品采用的是透明包装

袋，可以看到满满的油渍。升级后采用纯白色

不透明包装走起了“高大上”路线，再加上“约

吗”“冷静”“压惊”“任性”等流行语，吸引了潮

流的年轻消费群体，而他们也正是辣条的主

要消费群体。

包装定型后，卫龙食品开启了“花式”跨

界营销。2016年，卫龙食品与暴走漫画跨界合

作，推出定制款卫龙食品暴走辣条；2017年6

月，卫龙食品跨界做手游《卫龙食品霸业》；

2017年“双12”前夕，卫龙食品旗舰店两位模

特手里拿着辣条复刻明星张馨予东北风碎花

裙；2018年，卫龙食品以当时热度颇高的“蛇

皮袋”为灵感，推出了图库零食袋；2019年，卫

龙食品又推出了多款周边。

除了跨界营销，卫龙食品还被网友扣上

了“蹭热点”的帽子。有网友称，“哪里有热点，

哪里就有卫龙食品的身影”。

这边有《舌尖上的中国》，那边就有卫龙

食品的《舌尖上的辣条》；在iphone7发布会

当日，顺势推出新品辣条7，并迎合苹果的淡

灰色调；新款红米手机上市，卫龙食品又把自

己改成了“小米风”，从淡灰色调变成了大红；

小米的宣传语是“为发烧而生”，卫龙食品就

改成了“为辣味零食发烧友而生”。

在战略定位专家徐雄俊看来，在营销上

卫龙食品确实比较聪明，其每一次的营销活

动都充满了话题性，让网友们自行传播，不仅

效果突出，还节省了不少营销费用。得益于营

销，卫龙食品近年来的销量也水涨船高。

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卫龙食品整体营

收49.09亿元，其中终端直售收入25.5亿元，流通

渠道18亿元，电商渠道收入5.59亿元，相比2018

年收入35亿元，增速近43%。卫龙食品董事长刘

卫平曾表示，2020年卫龙食品的营收目标为72

亿元，也就是在2019年基础上增长近47%。

难撕“垃圾食品”标签

辣条作为几代人的童年回忆，一直被看

作是小作坊生产出的“垃圾食品”。据悉，辣条

是用面粉和大豆蛋白，通过油炸或者油浸泡

的方式制作而成，其中还含有大量的防腐剂、

添加剂食物、色素、辣椒、糖分、食用油等，而

每100克辣条含有的热量高达357千卡。

尽管辣条让喜欢它的人吃得“根本停不

下来”，但由于2019年底之前没有国家标准，

行业长期存在不规范的生产现象，被贴上了

“垃圾食品”的标签。

2005年底，央视报道了平江县一家食品

厂使用违禁添加剂富马酸二甲酯（俗称霉克

星），给辣条行业踩了一次“急刹车”。2007年，国

家质检总局将平江列为全国食品安全重点整治

县，对辣条行业进行大整顿。2019年，央视3·15

晚会也曝出辣条生产车间脏乱差等现象。

在辣条行业频频出现问题之时，卫龙食

品也多次被“点名”。卫龙食品曾被浙江、贵

阳、山西、湖北等省份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药监局查出，在其产品中添加了山梨酸及其

钾盐和脱氢乙酸及其钠盐防腐剂。

而2018年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

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将辣条行业

推上了风口浪尖。根据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公告，在所抽检的11类食品643批次中，

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622批次，不合格样品

21批次。其中，包括了卫龙食品（平平食品）在

内的多款“辣条”产品。对此，卫龙食品回应称，

其产品是按照生产地河南省的标准生产的，产

品完全合格。

2019年1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调

味面制品（包括俗称的“辣条”类食品）发布质

量安全监管的公告，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对“辣条”类食品统一按照“方便食品（调味面

制品）”生产许可类别进行管理，并首次统一

了辣条类食品分类及添加剂使用标准。这意

味着，辣条行业也有了国家标准。

“有了国家统一标准，辣条市场会引来更

多的食品企业竞争，而除了辣条企业，其他休

闲零食企业也是竞争对手。”沈萌称。北京商

报记者看到，来伊份、口水娃、三只松鼠等企

业均有辣条产品。

宋清辉建议，卫龙食品未来应该高度重

视质量问题，严格品控，而不是继续投入重

金进行营销宣传，否则可能会逐渐被消费者

抛弃。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白杨 王晓

北京商报讯（记者 魏蔚）瞄准瑞幸
咖啡、爱奇艺后，做空机构又看上了欢

聚，而这距离欢聚宣布出售YY直播仅

两天。11月19日，有报道称，浑水创始

人CarsonBlock表示，他们正在沽空

欢聚。根据浑水的报告，欢聚旗下的YY

直播中90%数据是虚假的。受此影响，

截至美国时间11月18日收盘，欢聚股

价下跌26.48%至73.66美元。

欢聚相关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回

应：“浑水的报告充满了对直播行业和直

播生态的无知，报告中逻辑不清、数据混

乱、以偏概全，包含了大量的错误。”

浑水在一份简短的报告中称欢聚

就是个几十亿美元的骗局。该机构研

究了近1.5亿笔交易，预期欢聚针对YY

直播业务报告的营收中有近90%为伪

造数据，此外绝大多数YY直播声称的

付费用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报告还称

欢聚宣称的所谓收入中约84%是虚假

的，直播有约50%的礼物打赏收入来自

己的服务器，另外有约40%的收入来自

外部机器人或者主播刷单，海外直播产

品BIGO的营收数据也存在80%的伪造

成分。

受此消息影响，欢聚在美国时间

11月18日收盘时，股价下跌26.48%到

73.66美元，总市值59.65亿美元，较北

京时间11月17日宣布出售YY直播时，

蒸发17.58亿美元。

当事企业之外，法律界人士已经有

所行动。11月19日，由北京郝俊波律师

事务所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国际律师”，

发布了一篇名为“征集全球欢聚时代

（YY）投资者集体诉讼”的文章。文章

称，“律师提请投资者注意：如果您在此

次大跌前投资该公司的股票或期权并

遭受较大损失，可以联系我们，免费咨

询了解本案详情及如何维护您的投资

权益”。

随即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了郝俊波

律师事务所主任郝俊波，他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按欢聚目前的情况看，已经

达到投资者可以提起集体诉讼的条件，

我们的文章刚刚发布不久，目前暂时没

有投资者咨询相关事宜”。

引起业内人士关注的，还有浑水机

构做空欢聚的时间。11月17日也就是

做空消息公开前两天，欢聚刚刚发布

2020年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欢聚三

季度营收62.86亿元，同比增长36.1%，

其中YY贡献28.92亿元，BIGO贡献

33.95亿元。不论是YY和BIGO，来自直

播业务的营收都占绝大部分。在用户层

面，YY的付费用户总数410万，较去年

同期的430万减少4.7%。

公布财报的当天，欢聚还宣布将以

36亿美元出售旗下的国内视频娱乐直

播业务（“YY直播”），包括但不限于YY

移动应用、YY.com网站和YYPC等，收

购方是百度。交易预计于2021年上半

年完成交割。

对于做空会否影响此次收购案，截

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百度相关人士未

予表态。

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则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一般收购条款会包括：保持

股价基本稳定、业务不能造假等。如果

做空报告是真的，百度随时可能终止收

购，或者要求杀价”。

美国东部时间11月18日收盘时，

欢聚股价下跌26.48%，但盘后上涨

14.73%。对此，业内人士猜测，“可能是

欢聚管理层在增持，但是最后股价怎

么走，做空对欢聚会产生什么影响，还

要看业绩是否真实”。

欢聚紧要关头风波起
前脚出售YY后脚被做空

曾经5毛钱一包的辣条，如今撑起了一家十年

狂赚500亿元的企业———卫龙食品。11月19日，有

消息称，卫龙食品计划明年在香港IPO，募资10亿

美元。作为辣条界的“扛把子”，近年来，卫龙食品

依靠花式营销走红网络，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在业

内人士看来， 寻求资金支撑加速实现营收目标是

卫龙食品登陆资本市场的主要原因，不过，在这之

前，卫龙食品还需考虑如何撕掉“垃圾食品”标签。

1999年

董事长刘卫平
创建卫龙食品

2005-2009年

漯河、驻马店、扶沟多
个生产基地投产，卫龙
成为河南省著名品牌

2010-2013年

开创“亲嘴”系列，
进军豆制品行业

2010年

联手人气明星赵薇推
出“卫龙”经典系列

2012年

卫龙力邀当红人气女星
杨幂代言“亲嘴烧”“亲
嘴豆干”等系列产品

2015年

在电子商务各大平台
不断铺开销售渠道，拉
开线上销售的帷幕

2019年

卫龙食品整体
营收49.0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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