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零售＋无人便利
掀起社会化全球大协同

今年是马云提出新零售概念后
的元年，阿里布局线下的步伐从未
停止。今年1月，阿里巴巴宣布近200
亿港币私有化银泰商业交易。今年2
月，阿里与线下实体零售百联集团
联姻。今年天猫双11全球共振，最终
以1682亿元完美收官。

11月入股高鑫零售，欧尚、大润
发也集体共振新零售。旗下网红店
盒马鲜生加速扩张选址成都、天猫
小店在全国快速布局，率先推出无
人便利店、无人餐厅等新业态。这些
都让18岁的阿里巴巴已不再是一个
电商平台，从投资百货业、3C家电
连锁、超市便利店再到联手全国最
大的商超卖场集团，阿里巴巴全面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进程清
晰可见。

经过一年集结备战以及双11这
场全球社会大协同的演习和实战，以
线上线下打通为基础、以大数据重构
传统商业要素为核心，以贯通海内海
外为半径，以打造全新零售场景为突
破口，以实体零售火爆回暖为标志，

阿里开创的新零售时代已经到来。

组建物流子集团
联合腾讯推无界零售

今年京东不断发力，联合盟友探
索无界零售和国际化是关键词。

4月宣布组建京东物流子集团；6
月，京东与Farfetch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携手国际顶级设计师参加纽约、
伦敦等时装周，全资开发的全新奢侈
品服务平台TOPLIFE在各大应用商
店上线。8月，京东与百度宣布达成全
面战略合作，推出“京度计划”。9月，京
东集团、京东金融、尚泰集团和Provi-
dent Capital宣布在泰国成立两家合
资公司，分别提供电商服务和金融科
技服务；10月，京东与腾讯宣布联合推
出赋能品牌商的“京腾无界零售”解决
方案。京东物流昆山无人分拣中心投
入使用，这是目前全球首个正式落成
并运营的全程无人分拣中心。

“智慧零售”
重点发力

今年苏宁提出智慧零售概念。

“零售云门店”是苏宁2017年推出
的新物种，采用“合伙人制”的联合
运营，面向三至六级市场开展加盟
店业务。年初收购天天快递后，苏
宁的社会化物流能力进一步得到
提升。自主研发的可循环使用的共
享快递盒，已经累计节约了650万
个快递纸箱。

4月，淮海商业新地标徐州苏
宁广场华丽绽放，它融合了苏宁云
店、苏宁超市、苏宁影城等业态，与
体育、金融等资源，带给消费者全
新体验，带动了消费升级。6月，苏
宁银行正式获准开业，这不仅是江
苏第一家民营银行，也是全国首家
O2O银行。

2017年底，苏宁牵手恒大集团，
在智能家居和智慧物业领域继续深
耕，进一步尝试“社区O2O”零售业
态苏宁小店，未来3～5年，苏宁小店
将形成5～10万家店级别的覆盖。

全球购“版图”
再扩大

4月10日，网易考拉海购举办欧
洲招商会，未来3年将从欧洲采购超
过30亿欧元商品。6月，网易考拉海
购举办澳新招商会，澳贸委宣布，网
易考拉海购为在华最大跨境电商合
作平台。8月，网易考拉海购在杭试
点“当日达”。9月，网易考拉海购开
启“欧洲行”，与德、荷、瑞、西、意等
多国商超集团和品牌商实现战略合
作。10月，网易考拉海购举办日本
招商会，宣布5000亿日元采购计划。
启动“美国行”，与禧贝、嘉宝、优鲜
沛、生命花园等顶级品牌持续战略合
作，并宣布30亿美元采购计划。

定位升级
合作更广泛

唯品会今年动作不断，2月携
手腾讯QQ空间及先锋时装设计师

张驰共同打造的“中国95后流行
大数据先锋时装秀”，登陆2017秋
冬纽约时装周；5月，唯品会正式
宣布分拆互联网金融业务和重组
物流业务，以打造新的增长引擎。
这意味着唯品会将打造一个由电
商、金融和物流三大版块组成的
战略矩阵。

6月，唯品会正式宣布将定位语
从“一家专门做特卖的网站”升级为

“全球精选 正品特卖”，“正品”、“全
球”、“精选”、“特卖”，成为唯品会最
重要的四个战略关键词和杀手锏；
12月，唯品会与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京东集团签署联合投资协议。联合
投资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唯品会与
腾讯、京东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家公司将进行资源互换，战略协
同，以谋求共同发展。

9月实现结构性盈利
代言黑五之势

作为国内首家一站式海外购
物平台，以聚集全球买手商家，打
造弹性供应链为方式，通过大数据
监管，严格依照用户口碑系统进行
流量分发，帮助消费者挑选出正品
货源。

截止到9月份实现结构性盈
利，收入整体覆盖支出，在未来战
略上会更加关注平台效率和用户
体验，同时启动城市下沉战略，加
速渗透二三线城市。作为首家将

“黑色星期五”引入中国的跨境电
商平台，“黑五”开始的7分53秒
GMV已破亿，半小时订单转化率
达83%。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布的《2017年跨境进口电商“黑
五”综合报告》中所述，跨境电商鼻
祖洋码头因引入“黑五”进中国、开
启时间最早、价格同步全球，以及
在连续4年在“黑五”表现中成绩亮
眼，大有“代言黑五”之势。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胡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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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触角落地
电商“遭遇战”全面爆发

生长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董
夏娟从小就在音乐上展露着天赋，
在各大歌唱比赛中都拿过骄傲的成
绩。从专业艺术院校毕业后，在一次
年会演出上，长相清秀甜美、嗓音极
具爆发力的董夏娟被正大国际唱片
公司发现签约，之前一直在线下发
展，唱歌出唱片、拍摄过院线电影、
做过生意，也做过北漂。“全国各地
跑演出，或者参加是朋友介绍的
活动。”董夏娟说。

因为曾发单曲《彩云姑娘》，董
夏娟被歌迷亲切称为“彩云姑娘”

“彩云妹妹”。去年5月，朋友给董夏
娟出主意，现在直播那么火，你可以

在直播平台上推广你的原创歌曲
啊！在那之前，董夏娟只是偶尔看过
身边有人用手机软件直播，但是怎
么播、播什么？董夏娟只得从空白开
始尝试摸索。

在直播中，除了自己的《彩云姑
娘》《我在蝴蝶泉等你来》等原创歌
曲，董夏娟还通过陌陌音乐计划发
行了单曲《盛开的蔷薇》等原创歌
曲。在直播中，陌陌玩家还会留言点
歌，“粉丝就说，娟娟你能不能为我
唱下这首歌。”董夏娟说，为了满足
粉丝，自己就努力学了许多网络流
行歌曲，有的歌自己甚至没听过。

成为主播后，董夏娟还跟好朋
友合作，专门创作了一首《我是大主
播》，受到粉丝的喜爱，凭着这首歌，
董夏娟和朋友拿下了“陌陌和我唱”
的最佳组合冠军。

直播平台和线下演出不一样，
演出时，自己能看到台下每一个真
实的人，而直播平台上，粉丝们的代
号身份都是虚拟的，但又都是真实
存在的、喜欢自己的人。董夏娟说，
自己也把每一次直播当成是一场演
出认真地对待，认真地唱每一首歌。
但直播和线下演出不同，演出一场
10多分钟唱几首歌曲就可以休息，
但直播就需要不停地说话、唱歌好
几个小时，非常费嗓子。为此，董夏
娟两次重度咽炎，说话都困难。但在
平台上，每天都有粉丝在等着自己。
董夏娟说，偶尔自己没有上线，就会
收到很多私信，“娟娟你怎么没上

线，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快
来，我都蹲了半个小时等你了。”“不
听你唱歌睡不着。”因此，只要不是
必须耽误的事，董夏娟都会尽可能
准时上线，有事也会尽量通知，以免
粉丝空等。

最让董夏娟感动的，是粉丝的
坚持，有的粉丝已经连续300多天收
听自己的直播，看到平台上的登录
提示，董夏娟都觉得十分感慨。“一
年多的时间啊，就像是打卡上班一
样准时，如果是我的话，可能都坚持
不了。”正是因为这些粉丝的喜爱，
董夏娟说，现在，除了照常线下的演
出活动，每天晚上9点到凌晨1点，自
己都尽可能地上线直播，“因为有人
在等你啊，不播的话就是对他们的
不负责。”

一年半的时间，董夏娟从零开
始，一点点地积累人气，陌陌等级也
一跃升级到了第35级（陌陌直播平
台最高等级3949）、粉丝数量超过
432万。尽管这个过程中很累很苦、
几乎投入了董夏娟所有空余时间，
但陌陌直播平台，董夏娟收获了一
大批喜欢自己的粉丝，也因此和一
些朋友从线上到变成线下的好朋
友。现在，她正在为明年1月7日在上
海的2018年陌陌直播17惊喜夜做着
准备，一周前，为了拍宣传照片，董
夏娟飞了两次北京、一次上海，虽然
奔波，但是看到出现在大街小巷公
交车上的照片，董夏娟觉得很是开
心。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唯爱·妈妈+”正式启动
为单亲妈妈提供全方位帮助

据了解单亲妈妈群体普遍肩负
着家庭经济收入、儿童及老人照料、
个人发展等重重压力。

唯品会关注到单亲妈妈群体的
需要，特别推出“唯爱·妈妈+幸福赋
能计划”，围绕着群体的各方面需求
推出包括心理与法律支持、职业发
展、亲子教育、健康保险以及社群互
助等服务。同时，唯品会一如既往，积
极探索“互联网+公益”的创新模式，
在APP“我的公益”将特别设立“唯爱
妈妈+”线上信息平台，为有需要的妈
妈提供各方各面的资讯与服务。

唯品会副总裁黄红英女士表
示：‘唯爱·妈妈+幸福赋能计划’采
取线上信息服务与线下精准深度服
务相结合的模式，打造全方位赋能
支持体系，达到项目覆盖面最大化
以及项目投入精准化的目的。

在发布会上，由唯品会和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核心发起的“唯爱·
妈妈+公益联盟”正式成立，为单亲
妈妈群体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帮
扶。在下一个阶段，联盟将陆续开放

申请，凡有意愿为单亲妈妈提供支
持且符合规定条件的机构均可申
报。唯品会通过联合各类公益组织、
学术机构和爱心企业开展一系列公
益项目，为单亲妈妈及其家庭提供
综合服务的同时，让联盟成员在平
台上实现专业资源对接。

唯爱“她”能量，不止于此

事实上，早在推出“唯爱·妈妈+
幸福赋能计划”重磅项目之前，唯品
会已经在女性公益、赋能女性的道
路上留下了长串的足迹。

2008年成立以来，唯品会见证了
“她经济”的崛起，更肩负起赋能“她
能量”的使命。唯品会公益其中一个
核心板块就是——唯爱“她”能量女
性公益系列项目，针对女性的不同发
展阶段以及困境女性群体，提供包括
唯爱·女性健康安全保障、唯爱o女性
教育赋能、唯爱·女性经济赋能三大
板块的综合服务。此次唯品会携手昆
凌，势必让更多的人关注女性公益，
并连接更多力量，为需要帮助的女性
赢得一个可期的未来。

唯品会副总裁黄红英女士表

示：“我们坚信女性身上有无限的潜
能。因此，唯品会坚持通过授人以渔
的模式，提升女性综合能力和自信，
联合多方力量，倡导对女性更包容
的社会环境，让所有女性都能绽放
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

唯爱·妈妈+公益联盟
等待你的加入

“唯爱o妈妈+公益联盟”成员希
望招募优质伙伴，了解中国单亲妈
妈群体需求，为中国的单亲妈妈家
庭提供心理、就业、健康、家庭关系
维护等系列支持。“唯爱·妈妈+公益
联盟”将为加入的机构提供互相交
流、资源共享的平台并为成员机构
提供能力提升支持。凡具备相同公
益愿景且符合规定条件的均可申请
成为其中一员。

有意申请的公益组织、企业、研
究机构，从2018年1月中起，可以通
过“唯品会公益”微信公众号和微
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官网或者

“唯爱·妈妈+幸福赋能计划”微信
公众号和微博了解详细申报规则并
进行提交。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唯品会女性公益再发力
唯爱赋能守护幸福

“彩云姑娘”董夏娟
从北漂到陌陌直播冠军

12月1日，唯品会宣布启动单亲妈妈关爱旗舰项目——“唯爱·妈妈+幸福赋能计划”，投入1000万
在广东省唯品会慈善基金会设立赋能单亲妈妈专项基金——“唯爱·妈妈+专项基金”。与此同时，唯品
会更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唯爱·妈妈+公益联盟”，汇聚各界资源，助力陷入困境的单亲
妈妈改善现状。昆凌也作为“唯爱·女性公益形象大使”莅临活动现场，呼吁更多公众关注女性发展，为
她们提供更多支持和关爱。

2017年度互联网科技榜样企业巡礼——电商新势力榜

成都商报“2017互联网
榜样企业巡礼”系列报道今日
推出第三期——电商新势力
榜，意在复盘2017年互联网
巨头们在新零售领域的布局
与竞争，向表现突出的互联网
科技企业致敬。

所 谓 的 新 零 售 元 年
2017，成为互联网科技圈的
一大热词，阿里率先举起新
零售的大旗，认为新零售是
线上线上与物流的充分融
合。京东认为第四次零售革
命即将到来，未来的零售是
无界零售。苏宁则发力智慧
零售，认为未来零售是智慧
零售的天下。

7月阿里的无人便利快
闪店“淘咖啡”杭州亮相让无
人零售站上风口，双11线上
线下集体狂欢全社会大协同
成为关键词，淘宝心选、网易
严选的横空出世让消费升级
背景下精选模式成为市场
“黑马”。洋码头成为跨境电
商一股清流首次实现了结构
性盈利。

全渠道、重构人货场、线
上线下融合、渠道下沉……
2017年一定会因为其承载的
“新零售”开端与试错的责任
使命，在零售的历史长河中留
下一抹重彩。请看成都商报梳
理的这些企业大事记——

阿里
京东

苏宁

“买理财，到渤海。”今年以来，到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买理财产品的市民
惊喜地发现，理财产品类型更加丰富，
收益也较为稳健。

据介绍，根据渤海银行“三五规
划”和“最佳体验的现代财资管家”的
发展愿景，渤海银行成都分行正在全
面推动财富资产业务发展。
■努力耕耘，创建理财品牌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连续 11 年严
格贯彻落实各项监管要求，6089期理
财产品全部实现兑付收益。“买理财，
到渤海”已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

渤海银行理财产品已形成了渤
盛、渤鑫、渤盈、渤信、渤祥、渤瑞、渤
泰、渤鸿等系列理财产品，涵盖了开放
式、封闭式和收益累进型各类理财产
品，产品期限丰富，可以满足客户各类
理财需求。客户产品到期和继续购买
实现无缝对接，降低客户时间成本，提
高客户理财收益。2017年12月26日，
在成都举办的 2017 四川金融新锐榜
评选活动中，渤海银行成都分行荣获
2017最佳理财服务银行奖。
■“添金宝”，为客户提供最佳体验

有闲钱投哪里？不妨试试渤海银
行的“添金宝”。与传统的“宝宝”类产
品不同，“添金宝”实现了革命性创新。

“‘添金宝’有很多优势，一分钱起
存，投资不设上限，存入即自动理财，使
用资金无需赎回，开卡、申购、取现都是
0手续费，这是渤海银行为满足客户现
金管理需求推出的现金资产管理工
具。”添金宝“凭借安全、收益、便捷的特
点和客户的卓越体验，在2014年”金鼎
奖“评选荣获”年度优秀金融品牌奖“。
■开展贵金属等业务，丰富金融产品

渤海银行推进实施“大零售”战略，
聚焦“压力一代”和“养老一族”客户群，
为客户提供更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2017年，渤海银行推出贵金属业
务，“熊猫金币”、“HelloKitty”、“渤海
金钞”等产品销售火爆，尤其渤海银行
发行的首套“渤海金钞”，推出一个多
月，销售已达2.4万多套。

2018年，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将在
监管部门指导下，继续深化理财产品
和‘添金宝’品牌建设，为客户提供收
益稳健，市场竞争力强的产品，提升客
户财富资产。 （文/吕波）

唯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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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成都分行：
打造“最佳体验现代财资管家”

今年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以1682亿的成交额完美收官，再破历史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