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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仗各自优势向新的价值高

地发起冲锋，而
今年的价值高地

中，“拓圈”一
词开始成为热门。

今年大促最大亮点便是市场圈层的拓展突
破，6月1日京东报告显示全天四线及以下城市下
单金额增长达108%，这样对于拓展市场圈层的
表述同样出现阿里和苏宁身上，有史上最大规模
之称的天猫618前十日数据显示，苹果品牌在天
猫618成交同比增长达120%。其中，三至六线城
市成交同比增长高达 170%，比一二线城市高出
近 1 倍。来自下沉市场的巨大消费动力，成为苹
果率先进入天猫 618“亿元俱乐部”的重要推手。

拼多多数据显示，自6月1日到6月12日上午11
点，平台水果生鲜及农副产品订单总额超67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310%，其中近70%的订单来自一二
线城市。与京东阿里苏宁不同，拥有三四线市场圈
层积淀的拼多多则向上打破壁垒，这正应了钱钟书
书中所言，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品牌圈层同样如此，今年电商都将更多目光
从消费圈层投向产业圈层。京东618全球年中购
物节期间，发放数百亿优惠券，有90%以上的核
心品牌会发布数百万新品。而天猫618过半，阿里
聚划算TOP成交品牌三成是新面孔科敏，福派，
雅格，妙优童。这与聚划算拓展圈层深入产业带
扶持新品有关，618也正成为这些新品牌爆发的
关键契机。

支撑这千万量级品牌输出的背后，同样有物
流圈层的拓展演变，尤其区别于两三年前借助
618热点对智慧物流项目产品曝光的侧重，今年
最大突破是618物流智能化设备已经在实际运营
中展现优势。

回顾过往，年中狂欢总暗含一
种自然选择的机制，把最符合商业
规律的业态推至风口，而今年尤其
如此，圈层拓展足够称得上风口中
的风口。

一半向左一半向右：京东阿里
苏宁加速拓圈三四线市场时，拥有
三四线市场圈层积淀的拼多多已悄
然选择向上打破壁垒；同样巨头们
也在将更多目光从消费圈层投向产
业圈层，国潮、拼购、老字号、独立品
牌开始获得了更多资源倾斜。

但要从存量向增量拓展，打破
圈层的壁垒并非易事，诚如股神巴
菲特所言，“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叫成
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叫改变，做
你不敢做的事情叫突破。”从不看好
科技股的巴菲特，在近90高龄才开
始尝试拓圈，重仓苹果。

而618同样在扮演着破壁者一
样的角色，短短数日十多亿消费者
将目光集中于各大电商，高频的咨
询、购买、交易动作对商家、平台乃
至物流、售后都是一次极限施压。而
恰是如此，物流、市场、产品、场景的
圈层壁垒才能在这样的极限狂欢下
捅破缺口，实现升级提效，最终涌进
大量新商业机遇。

618全球年中购物节期间，京东物流启用了亚洲电商物流领域规模最大
的智能物流仓群，全国23座亚洲一号智能物流园区投入运营。至此，京东物流
智能物流园区建设已经形成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沈阳、西安和杭州
为中心的八大物流枢纽。目前所有亚洲一号单体仓库的订单日均处理能力在
10万以上，广州、武汉、昆山等智能仓库的日处理能力在百万量级。

物流方面同样高歌猛进还有菜鸟，5月末的2019年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
菜鸟总裁万霖宣布启动智能物流骨干网数字化加速计划，目标是未来三年与中国主要快
递公司一起，为全行业创造500亿元新价值。

彼时会上引起记者关注的就是智能物流的实际落地进展，在现场展示的菜鸟全链路
无人操作的智慧仓，商品能够自动存储在立体仓库，发货时由算法调度出仓，机械臂将商
品搬运交接给机器人，机器人完成运输，实现物流仓库的全无人化操作。

同样苏宁物流执行总裁姚凯也宣布，这个618苏宁物流“不降速”。姚凯认为物流“不
降速”的基础之一便是物流数字化及智能化的投入和应用。从数字园区到智慧大脑，从外
骨骼机器人到机器人仓，从无人机到无人车，IOT、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仓运配全链
路上的应用，大大提升各环节作业效率。

今年的618，是市场、品牌、物流领域的拓圈新赛点，各方以自身生态位依托，铆足劲发
力产业链，可以预见这个六月，不论是小镇青年还是城市白领都将享受到电商撕裂圈层后
产生的红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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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青年”样本：
618囤货忙，戴森等时尚大牌受青睐

“你关注一下Isabel Marant呢，法国新生代
设计师的作品，衣服多有品相的，而且好多款都
打6.5折，一件衣服买下来比你去步行街买件伪
大牌的衣服价格还便宜。”最近这几天，在四川
南部县，每天早上张琼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手
机回复闺蜜们的各种购物咨询，然后领喵币，召
唤理想猫再合成高级理想猫。她倒不是为了瓜
分3亿红包，“纯粹就是好玩。”

“现在逛街主要是吃饭或散步。买东西几乎
都在网上，双11和618各囤一次货，平常缺什么
再买什么。”张琼说，在天猫上买的第一件东西
是一台跑步机，三天就送到了，还包安装。这个
618，她准备给马上读大学的儿子买个iphone
XR，不到4500元。

同样是在四川德阳，菜菜窝在沙发上，打开
天猫玩起叠猫猫的游戏，逛各种店铺找喵币的同
时顺便将电动牙刷和早就种草的戴森吹风机放
进了购物车。聚划算通过官方补贴，推出了2000
台低至1999元的戴森吹风机，如果是天猫88VIP
会员，还能再打折，最低到手价只有1854元。

“Burberry、Valentino、Bottega Veneta等111
个奢侈品品牌加入618”，她还特意选了几个品
牌的官方旗舰店逛了逛，确实折扣很诱人。以
前，她买大牌化妆品和衣服经常周末开个车跑
到成都去买。现在，她在家里，就能将雅诗兰黛
小棕瓶放进了购物车里。今年618，她计划上飞
猪把下半年全家苏梅岛旅游的机票搞定。

大牌击穿底价：
四川小镇青年成“苹果”消费主力军

“小镇青年”这个词，现在被用来代指那些
来自三四五低线城市的人。他们收入虽然不高，
可是生活压力相对小，消费的欲望并不比一二
线城市的白领低。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有大把空
余的时间，可以在互联网上消遣和探索，成为最
大的流量贡献者，是众平台挖掘的“潜力股”。

今年的天猫618，聚划算“划算”体感更强，品
牌直降和平台补贴力度空前，一线品牌十分优
惠，一次打爆。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苹果为例，
iPhone XR最低不到 4548 元就能入手，单品成
交在 15 分钟内突破亿元关口。包含 iPhone
和 Apple Watch 在内的苹果产品套装，经聚划
算官方补贴后，直接五折，上线即被疯抢。

据了解，苹果苹果直营零售店主要位于一
二线城市，入驻天猫开下了除官网外全球唯一
的自营店铺，线上已汇聚大江南北的粉丝数已
达997.2万，服务范围远远超过零售店所覆盖的
地区，众多的以往难以触达的小镇青年，成为新
的拥簇者。

618大促开始，苹果在天猫的成交同比增长
达120%，仅用时2分45秒就进入“亿元俱乐部”。
尤其是在三至六线城市，苹果产品的成交同比
增长达170%，比一二线城市高出近1倍，包括四
川三至六线城市用户，也是苹果产品消费新军
的重要成员。这便是品牌借力天猫平台打入小
城的一个典型景象。

产业带商家“C位出道”：
电动牙刷等优质国货圈粉卖爆

除了知名龙头大牌在下沉市场里掘开增
量，诸多优质国货产品火爆热销也是今年天猫
618一道独特的风景。

天猫官方数据显示，来自宁波、深圳等产业
带的电动牙刷，依靠百元档的高性价比产品，在
三至六线城市攻城掠地。以新锐品牌福派为例，
618开场两天就爆卖近4万单，销量超过去年6月
整月。其中，来自二线及以下城市的新用户占到
九成。此外，智能锁、体脂秤、滤水器也搭上了消
费升级风口，在天猫618形成整体性爆发，开场以
来智能锁销售同比增长454%，滤水器同比增长
243%，蓝牙耳机同比增长1516%，车载小冰箱同
比增长78%。而这些的共同特点是，由产业带商
家直供，品质不输大牌，同时价格更优惠。

而据昨日616天猫618狂欢日战报，资深“偷
懒”剁手党一小时抢购2万台扫地机器人，智能
保健按摩仪成交同比增幅136%。其中，科沃斯
机器人联手天猫精灵推出语音控制的青春版扫
地机器人成为了本届小镇青年的最爱。

去年年底，天猫精灵项目组面向希望进军
智能家电领域的品牌推出新青年计划，希望为
更多非一线年轻人带来更能负担得起的智能生
活。科沃斯机器人就是该计划的参与者之一。

接入天猫精灵语音控制系统后，消费者只
要动动口就能指挥扫地机器人开机启动，并按
照规划好的路线打扫房间，也可以在中途根据
不同区域的需求更换不同清扫模式。

据科沃斯方面介绍，除了天猫精灵项目组
在软件和硬件上的双重赋能，天猫和聚划算平
台还在项目启动前期帮助他们挖掘用户需求和
产品设计方向，并提供大数据支持。“现在我们

能很明显看到三四线城市年轻人对品质化生
活、智能化生活的高需求。”天猫精灵项目组成
员廖天芸说起当初和品牌方沟通的初衷。

如何持续为小镇青年提供物美价廉的商
品，如何才能打开下沉市场的真正未来，一直是
淘宝天猫在思考的问题。聚划算深入宁波、深圳
等电动牙刷产业带发展，从数据赋能、营销引爆
等多方面进行扶持，帮助产业带商家孵化优质
优价的新爆款，抓住下沉市场消费升级风口。

天猫618聚划算的小目标：
为品牌商家带来3亿新客

阿里巴巴营销平台事业部总经理家洛对此
前在接受采访时曾透露，聚划算将在天猫618中
为品牌商家带来超过3亿新客。阿里将通过千万
爆款打CALL团、超级单品、周末吾折天、品牌清
仓、狂欢日等系列玩法，带领更多品牌商家下
沉，为小镇青年持续带来优质优价的消费体验，
进一步改变鱼龙混杂的市场现状。

底气从何来？阿里巴巴的信心在于平台的7
亿用户。在阿里巴巴发布的最新一季财报中可
以看到，淘宝天猫的年度活跃消费者，在过去一
财年增长超1亿，其中77%的新增用户，都来自
三四线城镇及农村地区。

作为淘宝天猫最重要的营销阵地，聚划算
在“618”期间，从深入产业的后台努力，到平台
前端的打爆玩法，驾驭着品质保障与价格优势
两大优势，成为平台内部品牌商家加速下沉的
最大利器。

据此前数据显示，2018年参加聚划算的品
牌，平均有80%的成交来自新客，而这些新客
中，近一半都来自下沉市场。在聚划算数据“加
持”下诞生的千元跑步机“亿健note”1小时销量
超平日全天4倍。数据显示，购买这款跑步机的
消费者中，小镇青年占到7成，“亿健运动旗舰
店”总经理潘君表示：“几乎全都是新客。”借助
天猫618，北上广深的这股健身热潮已经吹向了
中西部小镇。

今年的618，类似“亿健note”这样的众多单
品数据和爆款现象已让小镇青年消费新军全面
露出。今年，聚划算已经发起了100个类目的商
品全新定制计划，从品牌、用户、商品三个维度
帮助品牌了解消费者需求。“小镇青年”们通过
聚划算，获得了和一二线城市几无差别的电商
服务，消费层级和生活方式的差距也在逐渐缩
减。这或许是天猫618这样的电商大促最大的意
义所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天猫造风拉新，聚划算下沉获客：
消费升级的“小镇青年”成天猫618新力量

今年天猫618聚划
算成为新引擎，开场10多
天来，彻底引爆四川下沉
市场品质生活需求，无论
是iPhone、戴森等国际
大牌，还是电动牙刷、体
脂秤等新消费品类销量，
在三至六线城市收获了
成倍增长。小镇青年，已
然成为天猫618新增订
单的主力军。

6月16日零点刚过，
三四线城市的“懒人经
济”在天猫618狂欢日启
动之时全面爆发。作为今
年618的最大看点，聚划
算千万爆款团1小时产生
21个千万级爆款，385个
百万级爆款，爆发力较6
月1日开门红再翻一倍。

小镇青年越来越敢
买、会买，这背后聚划算
独有的下沉之道关系甚
深。在天猫618购物节里，
聚划算动单靠发动的两
大“圈粉”技能就迅速收
获了大规模的增量市场：
以优惠力度动真格，让一
线大牌击穿底价；扶持商
家产业带成长，让优质国
货品牌“C位出道”。

一个新的现象摆在
面前。天猫驱动之下，小
镇青年轻松获得了和一
线城市好货，消费层级
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
而这新的消费形态，无
数商家找到新的经济增
长点，下沉市场开拓或
已步入进阶旅程。

聚划算数据“加持”下诞生的千元跑步机，“亿健note”在天猫618热售，小镇青年占到购买量的7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