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杨培央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财经14
2018年5月16日
星期三

盒马成都三四五店选址初步敲定：

双楠、温江之后
三大商圈市民将喜提“盒区房”

自从今年1月31日阿里巴巴旗下的新零售网红超市盒马鲜生开进成都，首家店落子成都南二
环莱蒙都会，开业当天就刷新了盒马全国开业销量最佳的纪录，该纪录至今依然是由成都保持。

二店温江店也于4月28日开业。盒马的火爆成为成都人民奔走相告、街头巷议的一项盛事。什
么时候住上盒区房成为成都人新的热点话题。

成都盒马莱蒙都会店店长胡安彬近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了重磅消息，2018年内盒马预计
将在成都开出10家门店，其中三店初步定在成都西门的西村附近、四店选址初步设在电子科大附近的钻石广
场，五店选址初步定在市中心九眼桥附近的阳光新业购物中心，而盒马的雄心远不止于此，按盒马披露的计
划，2020年将在大成都范围内门店数量达到50家。

成都盒马莱蒙都会店

什么是新零售？

2016年，马云提出“新零
售”计划，开始“五新”战略，在
家电数码连锁领域天猫携手苏
宁打造品牌“百亿俱乐部”；在
百货商超领域，银泰商业、三江
购物、高鑫零售成为重要力量；
百联集团与阿里的战略合作标
志着全业态融合；同时依靠淘
宝、天猫两个新零售基座，以及
包含蚂蚁金服、菜鸟网络、阿里
云等在内的新商业基础设施的
夯实，阿里在无人零售、智慧门
店、商圈升级等方向上积极创
新，更创造出盒马鲜生这样的
全新零售业态，新零售八路纵
队不断落地。

盒马舍命狂奔，菜鸟蜂鸟
两翼齐飞。自古以来，这一“马
踏飞燕”的形象就是速度的象
征，这是阿里开创的新零售速
度，其背后是分钟级配送对“当
日达次日达”等传统电商物流
能力的升维。

对于阿里新零售的布局，
张勇曾比喻为“在下一盘很大
的围棋”，新零售也从以消费场
景为重心转向以人为核心：过
去盒马在哪里、天猫智慧门店
在哪里，其周围三公里就是理
想生活圈，而随着天猫与苏宁、
银泰、百联、大润发、居然之家
等传统零售业态的空地协同加
深，再加上以菜鸟、盒马、口碑、
饿了么为主的从全球到本地的
即时服务网络形成，未来成都
人在哪里，其周围三公里都将
成为个人专属的理想生活圈。

新零售撬动千亿“川味”美食产业集群
吃货的“新零售之城”成都味蕾已唤醒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阿
里巴巴以“单点突破，纵队成
形，聚力成面”在成都悄然完成
三部曲，进行新零售的全方位
布局，八路纵队纷纷落地成都，
今年4月26日，阿里巴巴集团提
出在成都打造“新零售之城”，
成都这座吃货之城正在改变为
全国响当当的新零售之城。

随着数据打通、线上线下贯
穿一体、各种业态全面融合，一
张城市新商业的大协同网络正
在成都形成，将彻底改变以大商
业综合体、核心商圈等为中心化
地标的传统城市商业格局。

南都商业数据部零售实验
室课题组昨日正式发布《2018中
国新零售商都指数报告》，报告
选取了包括成都在内的十座城
市作为范本研究。在企业渗透指
数上，成都排名第五，仅次于北
京、深圳、杭州，成为跨区域新零
售品牌落地的中西部首选城市。

该指数选取了盒马鲜生、
银泰、天猫智慧门店在内的5
种零售新业态、30个品牌作为
研究样本。代表新零售企业在
城市的落地情况，包括试水新
零售的企业品牌及其门店数量
在该城市的分布，以及该城市
中容纳的新型业态种类。

编者按

名词解释

老字号廖记、1919酒类直供

“搭车”新零售 焕发新生机
廖记棒棒鸡是四川熟食行业的标志性代

表之一。如今廖记棒棒鸡在全国有600多家
店，仅成都地区就有257家店。通过借助阿里
巴巴新零售，原本传统模式的廖记棒棒鸡搭
上了发展快车。2014年3月廖记棒棒鸡开通天
猫旗舰店，成为最早试水电商的一批老字号。
仅2017年线上销售额就超过6000万元。

据统计，仅2015年“双11”当天，廖记棒
棒鸡天猫旗舰店就成交订单4万笔，单日销
售额突破300万元。截至目前，廖记棒棒鸡
这款旗舰菜品线上累积销售达十余万份，
无骨凤爪、夫妻肺片、麻辣牛肉干、冷吃兔
等川香小吃通过天猫销往全国，把四川味
道带到了全国。

与廖记一样，成都老字号1919酒类直
供也与天猫合作推出的“马上喝”服务。今
年1月16日，1919线下门店与天猫的系统打
通消费者在1919天猫旗舰店购酒后，所有
订单都将由系统实时派送至离收货人最近
的门店，在门店2公里内完成全配送覆盖，
囊括了90%的成都市民，最快19分钟送达。

饿了么青羊区“单王”小哥

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帝王蟹

成都女白领住盒区房成“死忠粉”

在一家医疗机构工作的成都白领超超
住在盒马鲜生莱蒙都会店三公里配送区内。
她第一次用盒马APP下单，买了总价二三十
元的零食，像点外卖一样很快便送到家了。

很快她和老公都成了盒马的“死忠
粉”，自己也会用相机记录做用盒马食材制
作的美食，曾经连续一周在朋友圈晒出美
食照片，光烹饪的大餐就超过了100款了。

“食在中国，胃在四川，四川是一个吃
货的天堂！”胡安彬此前是盒马首家门店上
海金桥店的店长，现在是成都盒马莱蒙都
会店店长，“成都对新鲜事物接受度超出了
我们的想象，一天最多波士顿龙虾可以卖
3000只。”据胡安彬介绍，在盒马的所有产
品中日日鲜系列十分受欢迎，短短时间日

日鲜商品线上订单就占到了盒马APP总订
单的55%，这在全国来看也是少有的现象。

26~45岁消费者最喜欢逛盒马

俄罗斯的帝王蟹、美国波士顿龙虾…
盒马以实惠的价格购买到全球直采的空
运海鲜，让这些鲜货以最快速度坐着国际
长途伴随冷链系统来到成都，支持现场加
工，按重量收取加工费成为盒马特色。盒
马进到成都之后海鲜卖得火爆，内部流传
起一个段子：“在成都，我们把波士顿龙虾
卖成了基围虾，把帝王蟹卖成了大闸蟹的
感觉。”

据盒马方面披露，成都的消费者主要
集中在16~45岁人群，其中主力消费群为
26~35岁。“我们做了大量本地化改造。成
都海鲜加工比其他店增加3种经典川式辣
炒：鲜椒、泡椒、豉椒。”据介绍，盒马在各
地的扩张非常注重本地化，下一步还将考
虑把“四川尖货”通过盒马网络输送到全
国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在一向以
美食著称的成都，就连传统菜场也已接轨了
新零售，不少买菜档口纷纷上线饿了么，为消
费者提供随吃随买、送货上门的服务体验。

成都白领李女士现在几乎每天都要
在饿了么下单买菜。她说，在外卖平台下
单是即时配送，不需要预定。近日据饿了么
数据统计，过去一年成都就有近3000个“下
单只为两根小葱”的菜场外卖订单。只买一
根玉米的订单超过6000个，只买一块豆腐
的订单超过4600个。

菜场经济搭上外卖快车，也让外卖小

哥们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成都贝森地
区的饿了么蜂鸟骑手黄制纲这个90后上个
月成了“青羊区单王”，平均每天约60单，有
5~10%的订单是菜市场外卖。

成立于2016年的良厨生鲜，现已在成
都开设近30家分店。据负责人罗清松介绍，
上线饿了么半年多，良厨生鲜线上交易额
迅猛增长，今年以来平均每月环比增长
60%，其中2018年2月更环比增长160%。良厨
外卖业务发展得最好的一个分店，其线上
月交易额已经突破10万元，超过线下成为
主要的订单来源。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专家点赞 新零售背后的消费升级 折射成都经济活力
四川省连锁商业协会会长冉立春表示：

“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新零售品牌商家入驻不
仅仅是对购物中心的人流的提升，更是成都
人消费方式的升级，生活理念的重塑。折射
出了在消费升级和互联网+过程中消费需求
多元化与零售业变革的追切性，从另一方面

反映了成都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巨大的潜力。
城市发展动力的加速转换，成都文化创新创
造、乐观包容的鲜明特质，对成都消费升级
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和创意源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储殷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全国来看，成

都目前在新零售之城竞争中处于领先地
位，成都年轻人多电子消费习惯强，高校数
量多文化环境好，环城新消费地带基础建
设已经完成，城市生活想象概念空间极大，
这些都是成都打造新零售之城的优势。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付丽丽

成都目前正着力构建新经
济生态圈，除人工智能、大数
据、互联网+等，新零售也是生
态圈中下一步要抓的重点领
域。成都大力发展新经济，为新
零售业态爱上成都起到了很好
的助推作用，为新零售企业营
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新零售
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将线下物流、服务、体验
等优势与线上商流、资金流、信
息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
式，属于新经济范畴。

“新零售是成都高新区抓新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如
何把大量的人流、客流留下来、
留住他，是发展新零售一个思考
的方向和努力的方向。“目前正
在尝试进行的在绿道中布局新
零售模式，虽然是看似简单的消
费配套，但实际上是在满足人们
生活的便利化，也是对新零售广
度的一个扩展。”目前高新区创
新型企业超过了 17000 家，这样
一个土壤也为新零售提供了养
分。希望在能在新零售领域见证
成都独角兽企业的出现。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成都市高新区科技
与新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宋大勇：

新经济助推新零售爱上成都
期待独角兽企业涌现

廖记棒棒鸡银泰n99店智慧门店

一个成都人的
24小时新零售生活报告：

吃喝玩乐大升级
□文/列岛

又和研发小组头脑风暴到晚上 12
点，打车回家收拾完毕已经是凌晨1点。
但无论如何成都人王艾筱还是要赶在早
上7点起床，给女儿佩佩做早饭。

7点，天猫精灵准时把她叫醒，去年
双十一抢购来的，比平日便宜了不少呢。
老公还在打着巨响的呼噜，一声“关闭闹
钟”的指令，天猫精灵还是准确识别到这
是王艾筱的声音。

闹钟停止，她爬起来先煮上 6 枚鸡
蛋。鸡蛋是昨天她在饿了么上找附近的
商贩送来的。天儿热，鸡蛋放久了不好，
每次王艾筱只买两三斤，够用两三天便
好，看着第二天要没了就又找饿了么送
来。不用自己费多大劲，就算摔坏了他们
还有适当赔偿。

趁着早上的这点时间，王艾筱又擦了
擦高跟鞋的鞋面儿，重新涂了个口红。口红
是她一周前在川师的全国首家天猫校园店
选中的。那天，她也和那些年轻学生一样研
究了店里的“天猫魔镜”，看着屏幕试了试
妆，才终于找到一支合适的新款口红。

还在和合作伙伴谈论着细节，10 点
不到快递电话就已经打到了王艾筱的手
机。“没想到昨天下午在天猫下单给女儿
买的一件白色衬衫这么快就寄到了，本
以为会是在下午到。”

佩佩所在的班级正在为即将到来的
六一儿童节筹备合唱节目，老师要求每
个小朋友都得穿白衬衫。那天把旧的翻
出来才发现已经小了，没办法又赶快买
了件新的。“选的次日达，就是害怕尺码
不对，特地留一点时间还可以更换。”

到达公司已经快到12点，午饭时刻，
同事们叽叽喳喳在群里讨论着中午要点
什么外卖打牙祭。“昨天才点了烤鱼，要
不今天吃廖记棒棒鸡，送得快。”“恐怕又
只有去单位对面的餐馆买米饭了”。“不
用不用，现在有米饭的套餐了。”

三份耳丝，四份无骨凤爪加带丝，还
有两份棒棒鸡，天猫超市里选了廖记半
小时达，王艾筱刚走到门卫室，穿统一蓝
色外套的饿了么小哥也正巧同时到达。

和同事一同拎着上楼，饭刚入口同事
就开始不约而同地称赞，“这个米还是用
得比较好。”他们不知道，这是廖记棒棒鸡
根据口碑上的留言反馈，及时对他们的产
品进行了改进，特别增加的主食米饭。

实在太累，吃完午饭，刚午睡起来还
没缓过劲的王艾筱又不得不亲自去一趟
火车南站，她要去接一个从江油而来的
客户，一切顺利，那位客户乘坐的动车
C6307将在14：14抵达。

这个点打车堵车风险太大，保险起
见，王艾筱决定先骑共享单车到地铁站，
坐一号线过去。一排五颜六色的单车，她
径直地走到了一辆白蓝相间的哈罗单车
面前。骑起来不费劲，坐垫更加柔软，超
过700分的芝麻信用评分，王艾筱没有给
押金就弄了一个。

按照互联网企业的习惯，下午三点
王艾筱的办公室已经开始提供下午茶，
每天都是曲奇加咖啡总会让人厌倦。那

天看设计部的同事在天猫上点了一个抹
茶冰淇淋蛋糕，刚送来时候还冒着冷烟，
新鲜美貌，口感也还不错。

王艾筱决定买一块犒劳一下几个小姐
妹，反正天猫一小时达超好用，她也顺便再
点了些车厘子。一边工作，一边等着蛋糕水
果的到来。45分钟之后，蛋糕到达，再过了
5分钟，暗红的汶川车厘子也准时抵达。

停下手中的报告，王艾筱之类精致
成都办公室女孩的小午茶时间正式开
始，吃完大家主动加班了半个小时，王艾
筱很满意。

今天终于松了口气，她自己不用加
班。下午6点准时打卡走人，按照家庭约
好的时间，王艾筱要去南二环的父母家
中吃晚饭。女儿早就被外公外婆接来，她
感谢父母对自己的帮衬。桌上摆了卤菜，
父母也正在厨房准备炒个回锅肉。

上午到的衬衣给女儿试过之后，很
合身，不用再换了。刚换回衣服，女儿突
然闹着要吃海鲜，没办法，王艾筱拿出手
机在盒马鲜生上挑了两只面包蟹，幸好
还有货。

王艾筱的父母家正好是盒区房，在
盒马成都一号店——莱蒙都会店3公里
范围内30分钟送货上门范围内。随时都
能轻松买到物美价廉、品种齐全的海鲜，
这样的“盒区房”让很多同事都很羡慕。

王艾筱老公想着，刚蒸好的面包蟹
配一点黄酒享用大概也是极好。出锅前
他去酒柜看了一眼，除了红酒和泡的白
酒，黄酒没了。

女强男弱，王艾筱的老公聪明是聪
明，可也是个不那么勤快的人。老公点开
1919顺手买了两瓶之前买过的黄酒。天
猫和1919酒类直供合作早就推出了“马
上喝”服务，他是爱酒之人，怎么能不知
道。门店2公里内都属于全配送覆盖。

下单20分钟后，蟹刚出蒸笼一会儿，
送黄酒的小哥也敲响了他们的防盗门，
老公笑嘻嘻地开门、拿酒，显得自己很勤
快。吃完饭后的碗，还是留着让王艾筱
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就算喝的
是黄酒这种度数不太高的酒。

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23点，天猫精
灵提醒，王艾筱大学最好的闺蜜今天过
生日，而她现在正在国外，恐怕正睡得酣
畅淋漓。送点什么祝福呢？那天视频通
话，她说她想念家乡的麻辣鲜香了，隔三
差五吃汉堡三明治受不了。

再次打开天猫，快速找到成都老字
号品牌的商品。从2017年9月底，天猫就
宣布扶持老字号的“天字号计划”，有超
过600个老字号品牌已经通过天猫销往
全国甚至海外市场。

“我给他邮一箱友泡椒凤爪，一箱白
家酸辣粉丝、五袋鹃城牌的郫县豆瓣酱，
还有两袋张飞香辣牛肉……”“这个生日
美食大礼包，她肯定会喜欢的。”

一点点小确幸，听着已经开始的呼
噜呼噜地入眠声，给手机插上电源，熄
灯，她也睡了。明早虽然不上班，可还要
起来收偷蚂蚁森林的能量呢。

成都人三公里范围
将有专属理想生活圈

吃喝玩乐在成都，更像温养灵魂。一曲《成都》未道出成
都生活的真谛，却映出游在成都的滋味。如今，成都的生活
美学正以新姿态展现在世人眼前，过去一年在我们身边，以
阿里盒马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新零售企业扎根成都，越来
越多的黑科技落地成都，加速向成都这片新零售沃土聚
集。为何成都能成为新零售之城？

多方报告作证：
新业态争相涌入新零售之城成都

新零售的出现对零售业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互联网的全
面介入，让线上线下形成了一
个全面的互动。以前线上有网
购电商平台，线下有百货、超
市，而新零售的业态，将线上线
下两个概念变得模糊了，比如
阿里巴巴的盒马鲜生既能实现
线上购买也有实体门店为人们
带来体验。

“新零售的出现为零售业
的发展带来了场景革命，但是零
售的本质仍未改变，顺应个性
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趋势，未
来新零售业态仍会朝着‘提升体
验’和‘提高效率’方向发展，大
数据赋能、重塑体验、重构供应

链、跨界融合等都将成为新零售
物种的关键词。”

而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
也是旅游城市打造了难得的“10
分钟经济圈”。无论是白天黑夜，
人们都能在10分钟左右买到一
瓶水、一包烟，这也造就了成都
目前也是也是国内便利店数量
最多的城市之一，未来成都人三
公里范围将有专属理想生活圈。

对于成都本土新零售企
业，他建议，应结合成都大力发
展新经济的契机，在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创新以顾
客为中心的全渠道体验模式，
在商品和供应链上下功夫，回
归商业本质，提高服务水平和
效率，探索出具有全国竞争力
的新零售业态。

大咖论道：

新经济助力
新零售爱上成都

成都市零售协会副会长、
wowo便利店创始人汤耀华：

新零售的出现
为零售业的发展带来场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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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菜市场都被新零售改造的城市

菜场商家上线饿了么 单店月入10万

本版摄影 王红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