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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幸咖啡：2019年门店将再增一倍多

目前已有2073家门店，公司高层称“亏损8亿”属预期情况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近期处

于风口浪尖的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

在上周举行了一场媒体沟通会，公司高

层就大众关注的“一年亏损 8 个亿”“或

成下一个 ofo” 等敏感话题做了正面回

应。 针对亏损 8.57 亿元一事，瑞幸咖啡

联合创始人兼 CMO 杨飞回应称，亏损

完全符合预期；而对于持续“烧钱补贴”

被指与 ofo 情况相似一事，瑞幸咖啡创

始人兼 CEO 钱治亚回应称：“瑞幸不会

成为下一个 ofo， 喝咖啡不需要交押

金。 ”

亏损符合预期无碍继续“补贴获客”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进入咖啡

市场以来，瑞幸咖啡一直以互联网模式

运营，并以高品质、高性价比和便利打

破现有的咖啡市场格局。早前瑞幸咖啡

公开宣称， 计划在 2018 年年底在全国

开设 2000 家门店。 2018 年 12 月 25 日，

随着第 2000 家门店上海新世界大丸百

货店正式营业，瑞幸咖啡宣布提前完成

了 2018 年 2000 家门店的开店目标。 紧

接着，瑞幸咖啡 B 轮融资计划书曝光公

司净亏损 8.57 亿元的消息引起广泛热

议，部分媒体将其作为负面情况予以报

道，并与 ofo 目前状况相比较。

瑞幸咖啡品牌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公司在最近半个月看到多个明显“不正

常” 的报道，“

（

2018

年）

12 月 27 日，我

们亏损 8 个亿的新闻上了微博热搜和

百度热搜。 这么一个创业小公司，怎么

会得到这么高的关注？大家也知道要上

热搜还是非常难的。 ”瑞幸咖啡称，公司

对微博上参与话题的 2000 多名用户做

了来源分析， 发现 28.8%的用户来源为

海外、未开通瑞幸的省市、无标记归属，

甚至很多自媒体账号也来自未开通城

市。

据钱治亚介绍， 公司是正常运营，

不会受到近期不实负面影响。目前公司

门店已达 2073 家，2019 年计划将继续

新增 2500 家门店， 争取年底门店数量

达 4500 家， 门店和杯量全面超过某国

外品牌， 成为中国最大的连锁咖啡品

牌。对于公司一年亏损 8 亿多元的实际

情况，杨飞向记者强调，亏损符合瑞幸

咖啡的预期，公司在去年制定计划时说

过全年的亏损会大于 8 亿这个数。“通

过补贴快速获取客户是我们的既定战

略，用适度补贴，获取这一年的市场规

模和速度，是非常值得的。 ”杨飞重申，

瑞幸咖啡与 ofo 没有可比性，“我们团

队的阅历经验会对投资方向有准确把

握， 投资人看不清楚也不会往里投钱，

所以请大家不要多虑，多享受我们的咖

啡和补贴就好。 ”

快速扩张之余多举措保障出品品质

有质疑声音表示，瑞幸咖啡的快速

扩张有可能影响其产品出品品质。 对

此， 瑞幸咖啡品牌负责人方面表示，瑞

幸咖啡一直坚持采用全球顶级供应商，

比如瑞士咖啡机雪莱、新西兰恒天然乳

业、 全球领先的咖啡豆贸易商三井物

产、意大利法布芮糖浆等，他们在各自

领域都是世界顶级水平。“我们最近上

的轻食面包等，也是中粮、百卡弗、百麦

等全球供应商。 大家可以搜一下，任何

一家都是优质品质的保证。 ”

在咖啡豆方面， 消费者喝到的咖

啡豆， 是瑞幸咖啡 WBC 大师拼配，

刚刚在意大利米兰 IIAC 国际咖啡品鉴

大赛拿到金奖的咖啡豆。 据悉， 瑞幸

咖啡也正在构建一套 A IoT 的智能物

联网品控系统。 每一台设备都可以通

过传感器， 实时了解它们的运行参数，

比如萃取时间、 温度、 仓压、 设备健

康度等等， 工程师发现问题就会对设

备进行调试， 这样也保证每一杯咖啡

的品质稳定。

目前来看， 瑞幸咖啡确实处于

亏损状态，但就过往案例而言，通过

补贴快速扩张并获得成功的 “互联

网思维”企业比比皆是。 瑞幸咖啡从

成立到如今处于风口浪尖仅一年时

间， 目前判断其成功或失败均言之

尚早。 但可以肯定，目前“收获”众多

口诛笔伐和赞誉的瑞幸咖啡， 已经

引起国内整个咖啡行业的关注 ，该

品牌的创新模式注定在国内咖啡行

业发展史上留名。

用户的声音是最真实的， 在广

州珠江新城上班的白领梁思思早前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她并没有觉

得瑞幸咖啡的品质比周边卖接近

30

元一杯的咖啡品质要高， 但也不会

比它们差，“瑞幸咖啡的便捷下单和

快捷配送很适合我这种上班时间很

忙碌的人， 何况瑞幸咖啡还有价格

优势。 ”同为咖啡爱好者的广州甜白

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林欣欣则认

为，从营销角度看，瑞幸咖啡是成功

的，“哪个用互联网思维搅局者不烧

钱补贴？ 关键看接下来瑞幸咖啡能

不能用品质获得用户。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

近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

网公布了 2018 年 12 月国产网络游

戏审批信息， 共计 80 款游戏在列。

首批版号中包括数家上市公司相

关产品， 如巨人网络端游 《月圆

之夜》、 哔哩哔哩手游 《瑰雪黑

阳》、 恺英网络手游 《原始传奇》、

浙数文化手游 《欢乐三国杀》、 万

三七互娱页游 《盛世红颜》、 文投

控股手游 《怒战皇城》 等。 值得

关注的是， 腾讯和网易旗下的游

戏暂未在列。

对此，有券商人士分析，该情

况或许与申报时间有关。 从公开资

料来看，首批过审游戏的提报时间

普遍较早，版号发放顺序总体呈现

出与申请时间高度关联的规律。 公

开资料显示， 自 2018 年 3 月以来，

国产游戏审核持续处于暂停状态，

直至去年 12 月 21 日， 相关领导在

2018 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上透

露首批部分游戏已审核，正在抓紧

核发版号。 而在 2018 年 12 月 29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公布

了首批过审的 80 款游戏产品。 相

关负责人同时表示，由于申报游戏

存量比较大， 消化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会继续努力工作， 也希望大

家保持耐心。 ”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日前，百度正式

启动“百家聚势-产媒联盟”，将联合汽车领域头

部资源打造精品IP节目、赋能汽车垂类。 百度方

面表示，平台将依靠AI优势，指导百家号作者进

行内容生产， 通过搜索与信息流帮助车企更精

准的了解用户，满足用户对资讯及购车的需求。

截至去年11月， 百度App日活用户数突破1.6亿，

日均信息流推荐量达150亿。2019年，百度将重点

深耕汽车垂类，通过平台、内容、权益与IP四方发

力，把影响力渗透到垂直化内容建设中。

记者观察

创新模式注定

在咖啡行业“留名”

瑞幸咖啡一年成长历程

多家上市公司已获首批游戏版号 百度百家号深耕汽车垂直化内容

2018

年

1

月

瑞幸咖啡正式开始试运营。

2018

年

5

月

瑞幸咖啡在5月8日宣布正式营

业，试营业期间，瑞幸咖啡累计完成

订单约300万单、 销售咖啡约500万

杯，服务用户超过130万。

2018

年

7

月

瑞幸咖啡宣布完成A轮2亿美

元融资，投后估值10亿美元。

2018

年

9

月

瑞幸咖啡与腾讯达成合作协

议，双方在多场景下达成合作。

2018

年

11

月

瑞幸咖啡完成新一轮融资，估

值超22亿美元。

2018

年

12

月

瑞幸咖啡提前一周完成年初制

定开设2000家门店任务。

2019

年

1

月

瑞幸咖啡2019年计划将继续新

增2500家门店， 争取年底门店数量

达450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