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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集团

如果你经常刷短视频或小
红书等社交平台，你一定见过
KK集团门店的“身影”。

11月4日晚，KK集团向港
交所递交招股书，这家企业也被
市场称为“潮流零售独角兽”。根
据公开数据，2016年以来，KK
集团一共完成了7轮共计超40
亿元的融资，获得包括CMC资
本、京东、深创投、经纬创投、洪
泰基金等众多明星VC支持。

KK集团旗下共有四个品
牌，分别是精品集合店KKV、
KK 馆 ；美 妆 集 合 店 THE
COLORIST调色师；潮玩集合
店X11。

最出圈要属KKV与THE
COLORIST调色师，前者拥有
超大购物空间，后者拥有超高拍
照背景墙，因此都引来诸多网友
前去打卡拍照。

KK集团IPO消息一出，市
场对此褒贬不一。

红星资本局将根据其招股
书与公开资料，探讨KK集团到
底是新零售又一颠覆者，还是聚
光灯下的一簇泡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刘谧

KK集团创始人为80后吴悦
宁，毕业于东莞理工学院计算机
专业。

2014年，并未接触过零售业
的吴悦宁在东莞创办了一家进
口商品集合店KK馆，主要经营
零售美妆、零食、个护等进口快
消品。2015年，KK馆在原有基础
上升级成集餐饮、咖啡、书吧等
多业态于一体的2.0版本，同时
开始大力拓展SKU（库存保有单
位）、升级店面。

2019年，KK集团开始尝试美
妆赛道，推出THE COLORIST
调色师门店，同时推出了更多元
的零售品牌KKV。

2019 年 ，美 妆 品 牌 THE
COLORIST调色师以及KKV开
始大火，KK集团在之后进入了
快速的扩店期。2019年KK集团
门店总数量为211家，2020年增
至556家，2021年上半年增至640
家。在增速最快的2020年，KK集
团每天都约有一家成功留存下
来的门店诞生。

从KK集团的门店选址、装
修、选品、服务等方面看，四个品
牌无一不是瞄准年轻群体而来。

目前主力店KKV，门店选
品涵盖食品、日用品、化妆品、护
肤品及潮玩等18个品类，SKU
（单独一种商品）超过20000个；

对应的面积也较大，从300平方米
到3500平方米不等；在装修上，搭
配品牌的主色调黄色，开朗愉悦
与冷硬较好融合，符合年轻人个
性张扬、追求独特的审美特征。

THE COLORIST主要销售
12个品类、约5500个SKU的国内
外大众和轻奢化妆品，面积从100
平方米到2100平方米不等，其中
美妆蛋彩虹墙成功吸引不少年轻
消费群体。

X11是2020年才诞生的新品
牌，销售产品16个品类、约5500个
SKU，主要涵盖盲盒、公仔、拼图、
小雕像、球形关节人偶等在内的

潮流玩具和艺术品，面积从150平
方米到5500平方米不等，被网友
称为第二个“泡泡玛特”。

KK馆主要销售食品和家居
用品，SKU约为2500个，面积从80
平方米到900平方米不等。但目前
KK馆门店数量不断减少。

综上，KK集团四类门店都是
意在给予年轻消费群体一种新的
购物场景：宽敞的门店面积、丰富
的SKU数量、无打扰的沉浸式购
物体验以及别致的装修风格，再
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产生裂变式传
播，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前去
消费打卡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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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集团

门店、装修、选品、服务……
都盯紧年轻人钱包

近两年，KK集团门店数量的暴增，也
带来了营收的增长。招股书显示，2018年、
2019年、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KK集团整
体营收分别为1.55亿元、4.64亿元、16.46亿
元和16.83亿元，增长率分别为198.59%、
254.92%和235.05%。

细分品牌来看，截至2021上半年，
KKV、THE COLORIST、KK馆和X11分别
为KK集团贡献了62.3%、27.4%、7.1%和
2.7%的营收。目前KK集团的主要营收来源
为KKV与THE COLORIST。

▶亏损放大

KK集团营收扩大，亏损也在不断放
大。招股书显示，从2018年到2020年，KK集
团相应的净亏损分别为0.79亿元、5.15亿
元、20.17亿元；2021年上半年更是亏损
43.97亿元，是2021年全年的两倍还多。对于
大额亏损，KK集团在招股书中解释：“由于
不断投资于开发零售品牌组合及扩大门店
网络，公司出现持续亏损，但公司的盈利能
力正在改善，经调整净亏损率逐步减少。”

▶加盟商出逃

KK集团的扩店，采取的是加盟与自营
共同“发力”的方式。

从2019年到2020年，KK集团旗下品牌
零售店的加盟商一度从164家快速增至424
家，而自有门店同期只增加了85家。2020
年，KK集团加盟门店占总门店比例达到
76.3%；但到了2021年上半年，其自有门店
增加了156家，加盟店却关闭了72家，加盟
门店占总门店比例下降至55%。

加盟商出走后，KK集团以自有门店顶
上这场不能暂停的“拓店步伐”。至于短短
半年时间就有72家加盟商离开KK集团，这
或许也能洞察出看似风光的潮流新零售，
其实生意并不好做。

其实KK集团的加盟模式是企业短期
快速成长的重要一环。招股书显示，2018年
至2021年上半年，KK集团的货品销售总额
中，加盟商的占比分别为26.1%、51.9%、
57.5%、42.9%。可以看出，在推出KKV与
THE COLORIST两大品牌后，从2019年
开始，KK集团的货品销售中超一半依靠加
盟商；直到2021上半年，随着加盟商的离
开，这个数据才开始回落。

▶涉违规放贷

招股书透露，KK集团曾向加盟商提供
无担保并计息的贷款，以为其相关门店的
营运（包括有关门店初创、装饰相关的开支
及成本以及其他营运相关开支）提供资金。
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2月31日以
及2021年6月30日，KK集团提供给加盟商
的贷款分别为零、人民币0.35亿元、2.72亿
元、2.58亿元。

根据《贷款通则》第21条及第61条，仅
有持牌金融机构可合法从事放贷业务，非
金融机构的公司之间的贷款则被禁止。

KK集团表示，尽管截至最后实际可行
日期，并未收到任何有关向关联方提供贷
款的申索或处罚通知，KK集团无法保证中
国人民银行未来不会对其处以可能为贷款
垫付活动所产生收入（即所收取利息）一至
五倍的罚款。而目前这种“扶持政策”自
2021年6月30日起已经戛然而止，KK集团
同时宣布将不再提供预付款项。

其实KK集团所做的潮流零售生
意，赛道竞争异常激烈。

首先是成本控制，据KK集团招股
书，截至2021上半年，其门店销售商品
超过85%来自第三方品牌，这就意味着
KK集团对于大部分商品并没有绝对的
产品定价权与采购成本的控制权，使
得大多数产品毛利率较低。

另外，由于KK集团旗下门店面积
偏大，SKU数量偏多，这就意味着除了
需要支付更多租金费用外，企业对于
库存与管理经营的成本支出也较高。

其次从竞争格局来看，KK集团
旗下主要是以KKV和KK馆精品集合
店以及THE COLORIST两个大板

块为主，X11这类的潮流玩具店，目前
仍在探索阶段。

那么，精品集合店与美妆店目前
面对哪些挑战呢？

在精品集合店领域，据招股书，行
业前五名的市场份额占17.8%，目前
KKV和KK馆市场份额仅有约1.8%，KK
集团并未占据市场优势地位。KKV和
KK馆最大的竞争对手，为坐拥4749家
门店的名创优品（MNSO.US），目前名
创优品的成本控制要优于KKV与KK
馆，在迅速扩张下逐渐形成规模效应。

美妆赛道上，近几年完美日记、花
西子等品牌，依靠直播电商崛起，顺利
抓住国潮美妆风口，通过与KOL（关键

意见领袖）绑定，不断占据消费者心智。
同时，完美日记也在线下开设多家体验
店，THE COLORIST想要攻破竞争对
手，并不容易。此外，从2019年至今，包
括HARMAY话梅、HAYDON黑洞、
WOW COLOUR等在内的多个新型
美妆集合店，都开始不断活跃在资本市
场，受到一众投资人青睐。

最后从复购率看，KK集团搭上
了新零售的快车，通过迎合年轻群体
的偏好，吸引了消费注意力与资本注
意力。但正因为如此，KK集团旗下门
店，都难免被贴上“网红”标签。这个
标签确实有助于品牌迅速走红，当代
年轻消费群体对待新鲜事物充满好

奇，但是新鲜感过去之后，KK集团又
靠什么来留住消费者？

相关资料显示，THE COLOR-
IST开业首月单纯依靠营销引流，但
缺少核心产品支撑，因此复购率极
低，各项指标从第二个月出现下滑。

小结

在资本与加盟商的簇拥下，KK集
团看起来成功登上了高楼。但即将上
市的KK集团将走向何方？这个问题的
关键可能在于除了高颜值的设计带动
的短期网红效应之外，与传统的百货
零售店相比，KK集团的差异化在何
处？企业的核心护城河又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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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资本局11月16日消
息，因直播预售的一款面膜产
品价格比其旗舰店内现货价格
还贵不少，欧莱雅近日被指“双
十一”期间存在虚假宣传行为，
相关词条也登上了微博热搜。

有网友直言：“欧莱雅是被
喷上热搜。”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欧莱
雅官方宣称其安瓶面膜是“全
年最大力度”的一场直播里，共
计50片的面膜售价为429元，然
而短短几天内，这个价格就惨
遭“打脸”。

有消费者投诉称，“在双
十一直播间预售买的欧莱雅
安瓶面膜，远远贵于现货。10
月20日在某主播直播间抢的
欧莱雅安瓶面膜预售要429

元，结果双十一欧莱雅自己直
播间现货只要257元。”消费者
希望品牌方能够退还差价。

据了解，在11月1日-3日期
间 ，欧 莱 雅 发 放 了 大 量“ 满
999-200”的优惠券，于是有不少
消费者以257元的价格在欧莱雅
品牌方自己的直播间内购入了
50片同款面膜。

针对面膜价差问题，多位
消费者对欧莱雅进行了集体
投诉，并表示“巴黎欧莱雅虚
假宣传，付定金后发放大量优
惠券，欺骗消费者并且不一视
同仁退差价”。

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
目前集体投诉量已达到1713
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邓凌瑶

红星资本局11月16日消
息，北交所于11月15日正式开
市，当晚就有A股上市公司宣
布将分拆子公司到北交所上
市。不料，该公司还没饮下“A
拆北”头啖汤，先领到了首张涉
北交所的信披违规罚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网站通报，11月15日，全国股
转公司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创
新 层 挂 牌 公 司 钢 宝 股 份
（834429）的控股股东南钢股份
（600282.SH）披露了拟将钢宝
股份分拆至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预案。对上述重大事项，钢
宝股份未同步在全国股转公司
官方网站进行披露，构成信息
披露违规。

为避免上述违规行为对市
场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投资者
权益，全国股转公司立即采取
监管措施，于2021年11月16日
开盘前对钢宝股份股票实施紧
急停牌，并要求挂牌公司及主
办券商补充披露相关公告，如
实说明事件具体进展情况，充
分提示相关风险。

同日，全国股转公司针对钢
宝股份及其相关责任主体的信
息披露违规行为，采取出具警示

函的自律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要求
其正视问题，切实规范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如未及时改正，全国
股转公司将从严采取自律监管
措施或给予纪律处分。

此外，全国股转公司对钢
宝股份的主办券商国泰君安采
取约见谈话并要求提交书面承
诺的自律监管措施，要求其加
强内部控制和工作协同，规范
履行职责。

公开资料显示，钢宝股份
主要从事中厚板等钢材产品的
网上零售、个性化定制等业务，
搭建了钢铁电子商务平台“金
陵钢宝网”。钢宝股份今年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49.17亿元，实
现归母利润6962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钢宝股份
和南钢股份实控人都是复星系
掌门人郭广昌，如果本次分拆
上市顺利，复星系在资本市场
的布局将进一步延伸。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分拆
上市公告尚未发布前，钢宝股
份股价已有异动，11月15日大
涨17.65%，最新总市值15.08
亿。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余冬梅 综合报道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306期开奖结果：233，直
选：5799注，每注奖金1040元。（45339541.39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306期开奖结果：23398，一
等奖36注，每注奖金10万元。（322585577.32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132期开奖结果：106120+
6，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8注，每注奖金
38802元；三等奖：80注，每注奖金3000元。（256975583.4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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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306期开
奖结果：774。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131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8 20 18 19 24 11 蓝色球
号码：0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涉及
任何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昨天，A股市场调整，两市
个股中位数跌幅为1%。

昨天市场的主角是“喝酒吃
药”，防守味道很浓。大消费的宏
观逻辑，前天说得很清楚了，微
观上有“双十一”的数据刺激。今
年“双十一”，各大平台都比较佛
系，达哥看了一下各大品牌的销
售增量，服装、家居、珠宝、化妆
品、家电等增幅都不错，大牌子
更好一些，小牌子不太给力。

总之，必需品与非必需品，
目前有利空出尽的意思，经济的

“三驾马车”，消费是重要一极，
政策暖风应该也是常吹常有。

医药修复的逻辑，和医保
政策趋势边际回暖相关，药品
集采常态化，市场情绪反弹，叠
加疫苗和“不老药”消息刺激，
医药延续性较好。

昨天题材和次新开始派
“面”了，多瑞医药、严牌股份、百
盛智能等，这些都是“大面”一
碗。并且不少高位股也开始绷不
住了，没有任何消息面的刺激，

莫名其妙地突然之间直线闪跌。
最后一个月，是基金产品

的最后冲刺，终点只有一个
——公募基金的年度收益率冠
军。排名靠前的，想保住收益；
排名靠后的，想再努力折腾一
下，能冲就冲一下。

话说白酒涨了，新能源跌
了。为啥涨，为啥跌呢？因为基
本面，还是因为情绪或者公募
基金排名呢？

元宇宙在分化，调整可能随
时都会来，别追涨。不过，扩散效应
不错，四连板的也有。最近有不少
游戏股都在蹭元宇宙的热度，更有
趁机套现的个股。“概念丛中过，片
叶不沾身。”投资者在布局元宇宙
概念的时候，要留个心眼了。

大盘指数午后跳水，是金
融地产的“锅”。拉长来看，最近
两天都是在构筑小级别箱体的
震荡。指数跳水，不少最近延续
性好的板块都调整了，跌了该
看什么？自然是最近能够证明
自己的板块了。 （张道达）

欧莱雅另类上热搜：
双十一直播预售比现货贵

信披违规，紧急停牌！
首例涉北交所处罚：郭广昌旗下公司被出具警示函

KK集团拟赴港IPO，3年半亏70亿，加盟商正逃离

新零售颠覆者？
聚光灯下泡沫？

概念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3年半亏了70亿
72家加盟店关闭

KK的潮流零售生意，为何生存不易？
/ 新 闻 观 察 /

顾客在THE COLORIST门店的美妆蛋墙选择商品 图据小红书

足
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138期：3300300131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138期：3300300131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 场半全场胜平负第 21138 期：
130010131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138期：1012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