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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指引精选溯源新模式
网易考拉全球工厂店首次发声

2017年12月29日
星期五

2017年是冰糖橙的丰产之年，苏
宁易购怀化馆与麻阳的贫困户签署购
销协议，以高于市场2角的价格优先收
购其产品，利用互联网宣传并销售他
们的冰糖橙，助力他们脱贫致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苏宁
正是通过这样‘造血’式的方式，为贫
困地区的农户打造一条通往幸福生
活的康庄大道。”现场，张近东还为冰

糖橙代言，邀请大家会后，一同品尝
一下甘甜的“冰糖橙”。

今年9月，在全国农村电商精准
扶贫经验交流会上，张近东作为精准
扶贫行动的企业负责人代表，发出电
商扶贫的倡议，他呼吁，要做电商扶
贫的实践者，核心就要对贫困地区网
上销售产品和服务提供流量支持，减
免运营费用，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

贫。2018年，苏宁的精准扶贫实训店
将扩展到至少100个贫困县。

今年，中国发生多次重大自然灾
害，四川茂县山体垮塌、九寨沟地震、
新疆精河地震，张近东第一时间调动
苏宁资源，并开放门店、利用物流系
统运送救援物资。2017年9月18日，苏
宁在尼泊尔震后援建的中学竣工，这
是尼泊尔地震后由中国人民援建的

第一所永久性学校。
2018年，苏宁公益将更多的关注

未来，梦想大篷车-苏宁号将联合更
多优质的公益内容为边疆地区的孩
子开展素养教育体验活动。苏宁与爱
德基金会的足球1+1项目，将组织300
套足球装备，140场足球1+1公益联
赛、100名教练员的培训。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12月26日，网易考拉海购与国内文
化精品度假连锁酒店品牌花间堂，在杭
州西溪花间堂酒店内举办了战略合作
发布会。发布会除公布双方的合作细节
外，首次发声的网易考拉海购·全球工
厂店项目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网易
市场部总经理袁佛玉表示，全球工厂店
致力于成为全球优质工厂的品牌孵化
器，通过保姆式服务和品牌赋能，提供
给消费者奢适健康的全新价值体验。

网易考拉海购·全球工厂店项目
是网易考拉海购的战略级项目，自

2017年9月首次上线后就一直被行业
和社会所关注。尽管已推出如“互联
网大会丁磊同款网红围巾”等多款热
门商品，但项目定位、项目现状及未
来规划等内容都是首次公开。据介
绍，全球工厂店将致力于成为全球优
质工厂品牌的孵化器，并为消费者提
供精选、高质价比和天然健康的商
品。目前，全球工厂店已覆盖服装、母
婴、家居、个护、运动、食品等6个大的
品类，近百款商品。全球工厂店的来
源也越来越多样化，除中国外，还有

澳大利亚、韩国、意大利、新西兰、日
本、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发布会现场，袁佛玉还与花间
堂副总裁王怡人共同揭晓了双方的
合作细节：将会在会员权益互通、网
易考拉海购商品进驻花间堂供用户
体验以及花间堂阳山酒店项目等多
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具体包括：双方
会员权益打通，网易考拉海购会员在
花间堂连锁酒店的消费享有9折优
惠，而花间堂会员登录网易考拉海购
后可获得税费券、运费券以及其他优

惠券等福利；网易考拉海购将提供包
括全球工厂店商品在内的近百款精
选商品进入花间堂酒店，包含食品、
个护、家居、母婴等各个品类，供花间
堂酒店住店客人体验；双方还将在无
锡阳山花间堂·桃花岛项目中尝试更
深入的合作，包括以全球工厂店的家
居商品为核心的酒店房间软装设计、
全球工厂店的有机食品和个护产品
进入花间堂酒店供应链以及双方将
尝试共同开发花间堂主题产品等。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百城超市消费者调查”第二站
选址绵阳，辛苦工作了一整年，绵阳
市民会如何采购跨年礼物来庆祝和
狂欢、为亲友送上2018年的祝福？在
此次调查过程中，成都商报收到许多
真实的信息反馈，有的绵阳市民还经
历过不少购物“坑”。是怎样的消费经
历，使绵阳消费者们的购物主战场开
始从线下转向线上了呢？

问卷调查显示，近七成绵阳市民
选择通过互赠礼物在跨年时为孩子、
父母、爱人及朋友送上祝福。这七成
市民中有78.34%倾向于在网上超市
购买跨年礼物。

除了因为上班没有时间购物的
在职人员，学生群体中也有一类尤其
钟爱网上挑选礼物。相比线下超市、
礼品店单调的商品种类，20岁的大学
生小郭更青睐网上丰富的礼物品类，
去年跨年在京东超市为闺蜜选购过
定制零食礼包和一箱卫生巾，“京东
小哥把礼物送到闺蜜手里的时候，她
还一脸不知所措”。

作为京东大数据的其中一个样

本，小郭这样的消费者并不在少数。
京东大数据显示，从近一年的销量来
看，绵阳消费者喜欢在京东超市买卫
生巾、休闲零食、衣物清洁、饼干蛋
糕、坚果炒货，最受绵阳消费者欢迎
的TOP5品牌是：七度空间（SPACE
7）、蓝月亮、百草味、良品铺子、得力
（deli）。相比线下超市，京东为消费者
提供了最适合的商品和服务。

2017年，京东超市推出新战略，
深入布局三四线城市，绵阳是继成都
之后，四川消费能力排名第二的城
市。同时，绵阳也是京东在四川布局
的重要城市之一。京东大数据显示，
近一年绵阳消费者购买京东超市相
关商品的消费金额达到上年同期的
1.7倍，早在2015年5月，京东绵阳大
件运营中心开始运营，服务范围覆盖
绵阳市、德阳市、广元市，为京东超市
在绵阳的物流速度再添一把火，由于
在价格、品类、质量、体验等诸多方面
的优势，京东超市正在成为三至四线
城市的消费主场。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近日，360搜索依托旗下360趋势
大数据，制作并发布《搜索·记忆
2017——360搜索年度热搜科技榜》，
和网友一同回顾2017发生的科技大
事件。数据显示，风靡全网的《王者荣
耀》、乐视危机以及iPhone X发布等
成为科技热搜前三名，此外，AI爆发
以及勒索病毒事件等也都榜上有名。

在360搜索年度科技榜中，《王者
荣耀》问鼎榜单，关注度达到了2745
万，日关注度最高达20万。从男女性
别比例来看，男性以62%遥遥领先于
女性的38%，从年龄比例来看，19岁~
24岁的网民占据43%居首。

同时，今年年初，乐视资金链
出现问题，不久之后乐视生态布局
被指“庞氏骗局”，CEO贾跃亭辞职

远赴海外。360搜索年度科技榜显
示，“乐视危机”关注度达到2354
万，关注贾跃亭何时回国的网友远
超过关注乐视危机原因及影响的
网友，达32万。

自iPhone X发布之日起，最受
热议也最遭吐槽的，莫过于其屏幕正
上方的“齐刘海”设计。“刘海集合了
红外摄像头、距离传感器、环境光传
感器、扬声器和前置摄像头等。尽管
如此，网友们还是不能停止恶搞”齐
刘海“，榜单显示吐槽iPhone X”刘
海“的强迫症有53万之多。

从360搜索年度科技榜中可以看
出，AI爆发今年的总关注度高达1987
万，人们惊呼：第四次工业革命真的
要来了？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张近东代言扶贫频道
发布2018年公益战略

跨年礼物消费新现象：
网上超市成绵阳市民首选

360搜索发布年度热搜科技榜

12月26日，2018苏宁公益战略
发布会&27周年公益庆生仪式中，苏
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表示，2018
年，苏宁拟将行业首创的精准扶贫实
训店扩展到至少100个贫困县，并成
立专项扶贫基金，全面保障精准扶贫
项目的规模化落地、效益化发展。同
时，苏宁将联合江苏省慈善总会、中
国扶贫基金会、南京爱德基金会、上
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等合作伙伴，继续
开展善行者、梦想大篷车、足球1+1等
公益活动。张近东说，致富思源，不该
仅成为一个企业的责任，更该变成一
种习惯。我们希望服务和帮助更多的
人，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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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招1/
天猫超市1小时达
覆盖成都“天猫小区”来袭

成都白领赵女士这几天使用天猫
超市下单感觉非常好用，“天猫1小时
达开进成都，帮我解决了非常具体的
问题。”她表示，白天自己的父母在家
做饭照顾2岁的孩子，通常会去附近的
超市采购，老人年纪大拎东西非常吃
力，而自己下班晚超市又关门了。“天
猫超市一小时达煮一下就吃的半成品
菜简直是刚需。”

像赵女士这样，成都人距离天猫
打造的理想生活只有1小时的距离，12
月26日天猫方面宣布，天猫超市1小时
达服务已开进北京、上海、成都、武汉、
杭州等五个城市，成都人的家庭一日
三餐、日用消费都可以通过天猫超市
一站式解决。

据了解，在地理区位上1小时达主要
覆盖小区、CBD 、学校等，其中能够享
受到1小时达服务的小区被称为“天猫小
区”。据不完全统计，随着今年下半年以
来天猫超市1小时达服务快速落地，全国

建成上万个这样的“天猫小区”。
“这将会把整个快速消费品带到

一个崭新时代。”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靖捷认为，“消费者没有任何的限制，
无论是时效还是限重，想消费任何品
类，天猫超市都会联动商家以最快的
方式满足。”

据悉，天猫1小时达服务是天猫与
易果、安鲜达共同打造的新零售“试验
田”，目前拥有500多种SKU，提供29元
包邮的1小时达服务。未来将上线超过
2000个SKU，重点覆盖全国一二线城
市。目前天猫1小时达主要以水果、休
闲食品、乳品饮料、肉禽蛋等生鲜商品
为主，也包括速食品和煮一下就能吃

的半成品菜。该服务的消费高峰期集
中在早上9点到12点之间，客单价平均
约是线下平均客单价的两倍，女性顾
客的占比也达到70%。

目前，天猫超市1小时达已在北
京、上海、成都、武汉、杭州等五个城市
开设73个前置仓，消费者在线上下
单，系统自动将订单信息发送到最近
的前置仓、便利店，完成包裹拣选打
包，全程1小时之内送到成都人家中。

在2017天猫快速消费品事业组商
家大会上，靖捷说，“天猫超市负责每
个人24小时的日常所需，大天猫则负
责日常之外的全部。”用户生鲜购买体
验的大幅提升，背后是大数据的精准
化运营。未来在1小时达的服务中，天
猫大数据还会针对不同场景的人群消
费特征进行区域化选品，比如在办公
区周边会做果切、便当、饭团等；住宅
区周边，会多上一些半成品菜和速食。

发招2/
“网红店”盒马成都小目标：
最短时间内全覆盖成都市场

作为阿里新零售业态阵营中的

“网红店”盒马鲜生成都首店选址红牌
楼商圈的莱蒙都会，成都商报记者发
现，外围已经树立广告牌，目前正在开
展内部施工，以确保春节前盒马顺利
落地成都。

盒马是超市+餐饮+物流+APP的
复合功能体。是阿里独创的模式，以

“生鲜电商”为切入口、通过APP和线
下门店覆盖生鲜食品和餐饮服务，其
自营的生鲜与餐饮产品。

在阿里内部低调筹备两年多，今
年7月随着马云到上海店走访，这个不
为人知的阿里“亲儿子”被推到聚光灯
下，正式成为阿里在天猫、菜鸟、蚂蚁
金服之后的新成员。本月底在全国门
店数量将达到24家。

“2018年，成都市场只要有合适的
店铺、有较大的停车位，3公里半径范围
内有30万淘系用户，我们都会迅速抢
占。”盒马内部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盒
马确立以直营方式进军成都市场，目标
是最短时间内全面覆盖成都市场，预计
将在成都开设40~50家门店，让成都人
都能最快30分钟免费配送服务。

盒马鲜生的杀手锏——三公里内
最快30分钟送达当然也复制到了成

都。据透露，目前盒马线上订单占比超
过50%，营业半年以上的成熟店铺如
上海金桥店可达70%。目前盒马用户
月购买4.5次的高黏性，年度复购达到
50次以上，其坪效是传统超市的3~5
倍，上海的多家门店已实现单店盈利。

在美食之都开店，盒马成都店会
和其他地区门店有怎样的差异化？盒
马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各地的扩张都
会坚持本地化战略，在业态上也会更

“成都”。成都首店整体面积6000+平方
米，在盒马海鲜吧，除了海鲜加工以外，
也引进了鱼头吧、海鲜小火锅是成都特
色美食。此外，盒马也积极引进成都的
特色类、网红类联营品牌，如廖记棒棒
鸡、高记盆盆虾，都将进驻成都首店。

发招3/
大数据、AI技术全面武装
街边小店变脸“天猫小店”

挂上了天猫小店的“金字招牌”，
改造完的范氏超市销售额平均增长了
近40%，销售额最高点比过去翻了一
倍多。成都老板范小林笑呵呵地说：

“我觉得还能再开30年。”自今年9月阿
里零售通的“天猫小店”项目落地以
来，目前成都有近十家门店已实现从
传统“夫妻店”天猫小店的升级。

范小林在成都经营着十几家超市。
从2000年开始，以一家30平方米的门面
起步，到如今成为十几家连锁超市的老
板。今年，范小林突然决定把超市交给阿
里巴巴零售通做升级改造。

2010年类似全家、7-11模式的连锁
便利超市的扩张，范小林发现，小店也面
临危机。“以前选对了小区，店就会稳妥
地经营下去，现在不得不面对7-11和全
家便利店这样的对手。”经营压力日益增
加，范小林也意识到必须要求变。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了解到零售
通的“天猫小店”项目，可以利用大数
据和AI全面武装起成都的街边小店，
天猫小店选择在消费者住所附近100
米~500米的范围。“千店千面”的形
式。根据店面大小，老板年龄、资金状
况，方圆一公里内消费者的画像决定
商品种类，如果周围邻居有100条狗，
会推荐卖狗粮。

范小林发现阿里巴巴零售通本质

上是打通线上和线下。“零售通的智能
门店管理系统，让店里原来繁琐的货
品管理、查询、联系采买等工作，得到
简化。”范小林说，现在品类规划、商品
采购和店里的陈列更便捷了，压货问
题解决了，现金流也上来了。如今的范
氏小店，摆上了线上的淘品牌爆款、热
销的进口商品，农村淘宝精选的农特
产也来到了消费者的家门口，再加上
天猫货架专享营销活动，人气和生意
都再次升温。

发招4/
欧尚、大润发等大卖场
都将迎来新零售“改造”

新零售“改造”也开始落地欧尚和
大润发等大卖场。今年11月，阿里巴巴
集团宣布将投入约224亿港币直接和
间接持有高鑫零售36.16%的股份。高
鑫零售是中国规模最大及发展最快的
大卖场运营商，以欧尚、大润发两大品
牌在全国运营446家大卖场。目前成都
地区有5家欧尚和1家大润发，这也意
味着成都的这两家大卖场也将迎来新
零售升级改造。

此次合作将以大数据和商业互联
网化为核心，通过全面数字化完成

“人、货、场”的重构和升级。业内人士
分析，路径或参考阿里完成私有化的
银泰百货，在银泰百货的转型步伐里，
最早完成的是会员体系的打通，其次
才是货物乃至店铺的数字化。这种将

“人、货、场”重新整合的过程，就是张
勇所说的“旧城改造”。目前银泰百货
90%的消费者已经线上线下一体化，其
中数字化会员人数已达200万，付费会
员人数近30万。今年“双11”期间，银泰
百货客流同比增长159%，销售同比增
长154%。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
表示，在“新零售”正式提出的一年多时
间里，阿里巴巴先后与银泰、苏宁、三
江、百联、高鑫等传统零售业全面提升
战略合作水平，积极探索盒马等“新零
售”业态，与众多品牌共同推进实体门
店智慧化升级，可以说，阿里巴巴“新零
售”以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与力度，引
领着全球零售业雄浑潮水的方向。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天猫超市1小时达覆盖成都 盒马鲜生春节前开出
阿里投入“重兵”成都布下新零售棋局

去年10月的云栖大会上，马云首
次提出了“新零售”理念，当时还没人
能真正理解线上线下该如何融合，也
不明白“人货场”之间的关系转换如何
带动零售业革命。时隔一年后马云口
中的“新零售”正在加速渗透到成都，
成都街头巷尾出现的带猫头的天猫小
店，打开手机天猫APP最新尖货就能
实现一小时达，而阿里的网红店盒马
鲜生春节前首店也将开门亮相，3公里
范围内30分钟配送即可尝鲜，阿里的
新零售业态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已
在成都布下棋局，似乎已无处不在。

在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眼中，
围绕着人、货、场当中所有商业元素的
重构是走向新零售的重要标志，战略
可以划分为“新物种”和“旧城改造”，
前者的代表是盒马鲜生、无人超市等
新业态；后者则是指银泰百货、高鑫零
售等正在转型中的传统零售业。这两
条路径都已悄然渗透在成都的商业形
态当中。

天猫超市1小时达覆盖成都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