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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新市场”谋求新增量
聚划算成淘系倚天剑
成阿里下沉杀手锏

阿里方面这次618下沉力度最大，通过聚
划算、淘抢购、天天特卖等淘系11个营销平
台，并宣称“开启史上最大投入”，助推品牌商
家加速下沉。

聚划算这柄淘系倚天剑，经过两个月的
全面复兴，已成为淘宝天猫占位下沉市场的
新杀手锏。今年618，聚划算的强势加入，更是
成为带动天猫618成交增长的关键引擎。6月1
日，天猫618开场仅一个小时，聚划算商品成
交件数就突破3000万件，其推出的最大玩法

“千万爆款团”受到消费者追捧，1小时内13款
商品成交过千万元，360款商品成交过百万
元。整个天猫618开门红期间，聚划算的爆发
力持续释放，截至6月2日21：48，不到两天时
间内，聚划算商品成交件数已突破1亿件，创
下618史上最强记录。

业内人士分析，淘宝用户规模已经超过7
亿，下沉市场用户占到很高比例。日前阿里巴
巴披露的2019财年（2018年4月到2019年3月）
财报显示，在这一年新增的一亿淘宝用户中，
有77%来自下沉市场。换言之，仅在这一个财
年，淘宝在下沉市场的获客就达到近8000万，
正是聚划算的复兴，这让天猫有底气给这个
业务平台下达很重的KPI——在整个促销季
期间，为品牌增加3亿新用户。 苏宁、京东：

下沉至乡镇武装成主战场

率先发起冲锋号角的是苏宁。5月15
日，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在“618”年中大促
发布会上推出了万达百货更名为苏宁易购
广场、追加10亿补贴以旧换新、服务下沉至
县镇社区等重磅策略。苏宁则“618”期间，
5000家苏宁易购县镇店让好产品下沉到乡
镇，30365+46项服务承诺下沉至超1000家
县级服务站。

今年618苏宁将目光锁定在底线市场客
户群，苏宁易购集团总裁侯恩龙宣布，5000家
苏宁易购县镇门店将参与促销。京东虽然有
所区别，但本质相同。将大中城市新开的超级
体验店，同县镇级一万多个家电专卖店拧成
一股绳，并通过五星现有门店补充低线城市
线下渠道。

京东在5月21日举办的“京东618全球品
牌峰会”现场喊出了“618主场在京东”的口
号。京东零售集团轮值CEO徐雷宣布，京东将

利用微信一级入口及微信市场的海量用户等
独特资源，打造区别于京东现有场景和模式
的全新平台，作为京东深度挖掘微信市场、拓
展三到六线城市用户的重要手段，该业务将
在今年第三季度上线。

京东“618”还发起一项“LBS城市接力赛”
活动，覆盖国内360多个城市，从城市覆盖数
量上来说是以下沉市场为主，同时，京东在近
期开启了“618”的首场预热活动“全面拼购
日”，也看出了京东“下沉”的决心。

拼多多：
“百亿补贴”反向抢占中产市场

而一直在下沉市场占据一定优势的拼多
多，6月5日公布618“百亿补贴”大促阶段性数
据：截至5日上午11点，平台实物商品订单成
交量已超过3亿笔，其中近七成来自三线及三
线以下城市。

今年618期间，拼多多联合品牌方共同
补贴100亿现金，针对全网热度最高的10000
款商品进行大幅让利。618大促正式启动时，

拼多多便首推2100元的戴森吹风机，引发消
费者热议。戴森吹风机价格降至1888元，较
官方价降幅超过1000元。拼多多数据显示，
此前，戴森吹风机是一二线城市消费者的

“专属”。截至6月6日上午，平台85%的戴森系
列产品订单来自一二线城市，其中80/90后
占比超过93%。

此前，极光大数据发布的《2019年Q1移
动互联网行业数据研究报告》显示，拼多多
新增用户中有44.2%来自二线及以上城市，
并且呈持续上升趋势。“一二线城市的消费
者正呈现‘向下趋省、向上趋好’两大消费趋
势，他们是产地直发的平价农产品最大的消
费群体，同时对于最顶尖商品的需求也愈发
旺盛。”拼多多大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
王涛表示：“其中，向上趋好在小家电等代表
消费升级的类目中体现的非常明显。”

下沉背后：
一二线城市增速放缓
为获得更多流量

据QuestMobile最新发布的“下沉市场报
告”显示，截止到2019年3月底，互联网三线及
以下城市的用户规模达6.18亿。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
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
示，电商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各平台在一二
线城市中增速逐渐减缓，反而盯准三四线
及以下城市的拼多多强势崛起，保持着高
速增长，甚至在活跃用户数上超越了老牌
电商巨头京东和唯品会。因此，巨头们选择

“下沉市场”，一方面，可以让更多消费者参
与到“618”当中，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更
多新流量。

针对电商巨头为何纷纷瞄准下沉市场，
曹磊表示，“由于‘下沉市场’中城市所处区域
不同，发展阶段差异明显，这使得当地的消费
观念、对价格的接受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偏差，
同时，部分地区物流的难以触及，也会成为电
商平台‘下沉’过程中将要面临的问题。”另
外，尽管是“下沉市场”，消费者也会趋于理
性，因此各家电商在下沉市场的争夺战中，还
需要更加完善的服务体系，提供高性价化的
差异化产品，才能在获取新流量的同时，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实现正循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从 今 年 的“618”
“下沉市场”将会成为电
商巨头们争夺最激烈
的战场之一。天猫、京
东、苏宁、拼多多等电商
平台都为618投入了大
量资源。

各 大 平 台 今 年
“618”都对下沉市场有
所侧重。是天猫对今年
的“618”更是拿出了“史
上最大投入”“投入规模
将向‘双11’看齐”的气
势，大有占领“618”主场
的势头。

业内人士分析，今
年618大促并非简单的
促销与盈利，而是各大
平台之间“抢食”与“抗
衡”的机遇。

巨头
鏖战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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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果农抱着刚摘的山东大樱桃喜笑颜开，天猫618上卖欢了

6月13日，唯品会联合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发布《中
国社会新人消费报告》（下文简称《报告》）。在毕业季之
际，首次将目光聚焦于毕业进入社会5年以内的“社会
新人”这一独特的90后人群切面，从人群特征、消费行
为及消费趋势等多个层面，剖析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轨
迹，挖掘在他们影响下中国消费社会中正在发生的新
故事、新格局。

随着年龄和收入增长，90后一代已成长为当今社会
的消费主力，唯品会大数据显示，初入社会的90后在购物
时最关注的两大因素分别是“质量良好”和“性价比高”，
其中首要关注性价比的比例占65.6%。作为全球最大特卖
电商，唯品会品牌特卖是“全网极致质价比，全球大牌尖
货”的代表，在收入有限、却渴望“高质价比”消费的90后
群体中相当受欢迎，目前唯品会平台的新增用户中90后

占比超50%。
《报告》揭示了当前中国90后社会新人的六大消费趋

势：一，钻研型消费当道，社会新人都是追求性价比的专
家；二，国货本命，社会新人对国货的接纳度和消费热情
空前高涨；三，越正经越不受欢迎，90后在职场的穿着越
来越休闲、随性化；四，抗衰保健消费低龄化，90后社会新
人不怕死、就怕老；五，陪伴型消费不设限，现代社会新人
不求儿女双全、但求猫狗双全。六，偶像、网红效应弱化，
社会新人更愿意相信真实用户评价。当前中国正处于“消
费升级”进程中，“钻研型消费”是90后升级消费的重要方
式。90后普遍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和高度对称的消费信息，
热衷钻研价格、钻研产品功效的“精明消费者”和“专家型
消费者”在他们之中也更为常见。《报告》调研显示，90社
会新人中接近九成会先比价再做购买决策。

对于重视私人空间的90后社会新人而言，“家”是最
重要的消费场景之一。《报告》指出，社会新人爱添置小家
电，且偏好“专业且功能集成型”产品，这点在一线城市年
轻人中最为明显，2018年唯品会平台上扫地机器人在一
线城市社会新人中的销量增速接近166%。

随着步入家庭的90后越来越多，社会新人在母婴消
费领域的表现也越来越活跃，相比70后、80后，他们的育
儿理念更“科学化”。一方面，90后爸爸参与育儿的程度更
高，唯品会数据显示，2018年90后男性社会新人在母婴品
类的订单数增长30.91%；另一方面，90后父母在育儿硬件
装备上的花费在持续增加，包括童鞋配饰、婴儿辅食等成
长消耗品，以及婴儿床、儿童滑板车等生活和户外玩耍必
备的装备。更能彰显90后社会新人“先锋个性”的消费活
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颜值消费、娱乐消费、国货热。娱
乐消费方面，90后的“配置控”和“收集控”表现无遗。

90后“国货热”在家电、美妆个护等领域体现得最明
显。同时，近年来网红、偶像带货效应弱化，则体现了90后
社会新人在消费方面的“主见”。《报告》数据显示，现在

“经常因为爱豆代言和网红种草购买商品”的社会新人仅
占10%左右，接近9成社会新人在购买产品时会钻研产品
口碑，相信真实的用户评价。

天猫618战报：
爱美需求大爆发，15分钟卖出10万OLAY小白瓶

618进入最后高潮。天猫618在6月16日零点冲刺，剁
手党们对美的需求迎来集体大爆发。零点刚过59秒，天猫
美妆销售即破亿，第13分钟销售超去年全天；天猫个护在
第3分钟破亿，并超越去年全天销售额。

数据显示，天猫618在16日第一小时，香水、防晒、身
体护理的销售分别同比增长546%、322%、352%，精华品类
用时4分56秒破亿，彩妆品类在第5分钟销售破亿。

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加入了爱美队伍，成为美妆领域正
在崛起的新消费力。天猫618在16日第一小时，男士彩妆销
售同比增长522%，欧莱雅男士官方旗舰店的销售同比增长
120%，其中爆款水能3件套前15分钟成交同比增长近一倍。

不过，对资深爱美一族来说，仅做好面部护理、拥有
精致妆容远远不够的。他们追求的，是将美武装到每一颗
牙齿，每一根头发。电动牙刷等口腔护理仪器和头发造型
第一小时同比增长都超过了300%。

6月16日开场1小时，天猫618进入冲刺阶段，全行业
进入爆发期。

0点开始，天猫服饰涨势喜人，1小时成交同比增长超
过266%。其中，运动户外1分钟就破亿，男女装紧随其后，
分别在2分钟和7分钟破亿。从品类看，设计师品牌、潮牌、
珠宝饰品无不增长迅猛，纷纷刷新去年纪录。

从今夏消费趋势看，年轻人运动、出行的热情格外高
涨：前20分钟，筋膜枪就带动健身小器械同比增长翻了10
倍；前30分钟，睡袋同比增长翻了38倍；而适合在徒步和
户外运动的帆布鞋同比去年翻了四五倍。

天猫618遇上高温天，不仅引爆了全民线上购物的热
情，也激发了消费者对于“1小时送达”服务的需求。数据
显示，天猫618期间淘鲜达1小时达订单比之前增长超
50%。同时由于气温逐步攀升，淘鲜达1小时达棒冰的销量
大增189%，酸梅汤销量更是猛增了13倍。

京东618战报：
购物节再遇父亲节
咖啡具、茶具礼品成交同比增10倍

年中电商大促过半，京东618全球年中购物节又即将迎
来6月16日父亲节，今日根据京东大数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父亲节选择咖啡具、茶具做礼品的成交额同比增长了10倍。

6月16日是2019年父亲节，对比数据显示，“小棉袄”
女儿的角色更用心，提前在线上检索为父亲准备礼物。女
性搜索较高的是服饰、钱包、手表，男性则搜索酒类、打火
机、衬衫等，准备与父亲“把酒话家常”。80后、90后偏向于
选择实用、高档的礼物，00后们对奖状的搜索量较高，“最
棒爸爸”奖状成为节前热搜的商品。

在准备父亲节礼品时，儿女们想的都是“投其所好”。
目前邮轮、健康、演出、摄影及智能设备、数码配件、生鲜、
酒类等商品都比平时表现出明显增长。今年的父亲节礼
品更注重生活品味，比如选择咖啡具、茶具做礼品的成交
额同比增长了10倍，一方面是选择咖啡具、茶具的用户增

多了，另一方面是今年选择高档商品的用户较多，这也体
现在搜索次数最高的关键词中。中老年男性的兴趣爱好
也是一个增长点，户外装备、骑行运动、绘画摄影、垂钓用
品表现出较高的增长。

苏宁618战报：
仅用3小时 格力销售额超去年同期全天

618年中大促激战如火，空调旺季销售进入读秒时
刻。各大空调品牌在苏宁平台争夺激烈，而格力则雄踞苏
宁悟空榜前三位置，坐稳第一阵营。

据苏宁最新披露的巅峰家电日战报，6月10日3时14
分56秒，格力全渠道销售额超过去年6月10日全天。

在618大战前线，苏宁家电销售一度走高，格力等头
部品牌在苏宁全渠道销量暴增。而一贯走高质高价路线
的格力，也对苏宁给予了货源及价格倾斜，与苏宁联手给
消费者发放福利。

唯品会616战报：
成都进入销量最高前三名

6月15日晚8点，唯品会616年中特卖正式开售，千万海内
外大牌、人气爆款商品轮番登场，以“大牌钜惠，三折封顶”的
方式为用户开启了一场极致质价比的夏日购物狂欢。

截至今晚9点，唯品会616年中特卖已传来首批捷报：
开售半小时，订单量即破百万，其中服饰穿戴核心品类商
品的销量居于首位。此外，美妆、3C家电等品类中国货品
牌销售火爆，销量同比增长明显；90后年轻人的消费实力
在此次大促中也显现出来，他们在体育用品、美妆、家居、
母婴等多个品类的消费数据均十分亮眼。

除用户消费趋势及喜好变化之外，唯品会616年中特
卖的数据还展现出了以城市为单位的地域消费特征。据1
小时开售数据显示，北京、成都、上海牢牢占据了销量最
高TOP3城市名额。可见一线城市用户在全力工作之余、
购物时拼手速也不甘落于人后。同时，海南省定安县的人
均销售额超过600元，成为人均消费金额最高的城市。

有趣的是，四川省的90后小鲜肉买入了最多的遮阳
伞，而上海的70后阿姨购买丝巾的订单量最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唯品会首发《中国社会新人消费报告》：

90后“钻研型消费”当道

90后的个性消费也同样在唯品会616年中特卖上得
以体现。6月15日晚8点，唯品会616年中特卖正式开售。开
售半小时，订单量即破百万，其中服饰穿戴核心品类商品
的销量居于首位。此外，美妆、3C家电等品类中国货品牌
销售火爆，销量同比增长明显；90后年轻人的消费实力在
此次大促中也显现出来，他们在体育用品、美妆、家居、母
婴等多个品类的消费数据均十分亮眼。

据1小时开售数据显示，北京、成都、上海牢牢占据
了销量最高TOP3城市名额。可见一线城市用户在全力
工作之余、购物时拼手速也不甘落于人后。同时，海南省

定安县的人均销售额超过600元，成为人均消费金额最
高的城市。

有趣的是，四川省的90后小鲜肉买入了最多的遮阳
伞，而上海的70后阿姨购买丝巾的订单量最高。

唯品会616年中特卖刚刚开始，凭借“大牌钜惠，三折
封顶”的诚意，收获了开售1小时的亮眼成绩。当前，唯品
会616年中特卖的钜惠活动仍在持续中，直至6月18日晚
24点收官，将为更多用户奉送超值好物惊喜，用“好货不
贵”的价值助力用户构筑品质生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唯品会616年中特卖90后个性消费特征突出

618进入最后高潮，战报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