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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下乡”与“农产品上行”强对流
拼多多“618”8亿订单彰显消费新格局
7成订单来自下沉市场
3C销售同比增速首超一二线城市

拼多多数据显示，截至14日中午12点，平台
约70%的实物商品订单来自三线及三线以下城
市，3C数码正成为平台下沉市场订单量快速增
长的新增驱动。基于平台对手机、平板电脑、笔
记本电脑等商品的大额补贴，下沉市场正掀起
新一轮3C产品消费升级热潮。

“本次618期间，拼多多3C产品于下沉市
场的订单量同比增速首次超过一二线城市，这
既反映了国民整体消费水平的增长，也表明拼
多多平台的用户信赖度大幅提升。”王涛表示，
近半数的订单量来自下沉市场，华为、小米、
OPPO、Vivo等新款手机，也均大批量销往了
下沉市场。2代AirPods无线耳机拼多多上售价
为1059元，电器城内，手机的最高优惠力度达
到2700元。

“原来那款279的扫地机器人卖得非常火
爆，我们从平台收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新需求，目
前正研制新款，使用进口陀螺仪，清扫路线由随
机式改为规划式，还请专业设计师重新设计了
很美观的外形”，首家参加“新品牌计划”的深圳
家卫士销售负责人阙总告知记者，新品在拼多
多上仍将保持全网最低价。拼多多相关负责人
分析，平台通过推动上游制造业升级，“将价格
降低两三倍后，像扫地机的市场容量可能扩充
10倍，这就是最真实的消费升级，替消费者省下
大量时间。”拼多多方面表示，目前平台正加快

推进与各大品牌商的定制化计划，以满足不同
地区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孝心消费”成亮点

拼多多对新款正品国行iPhone的大力补
贴已持续三个季度，618之前已大卖超160万
台，618后，仅6月5日销售额即达1.8亿元，在
此带动下，当天包括iPhone、AirPods、iPad在内
苹果系列产品销售额接近3.3亿元，创造历史
记录。

下沉市场的消费支出在大幅增长，但价格
依旧是该消费群体的首要考虑因素。“一些大金
额消费，挺大部分是城市工作的子女买给仍在
乡村生活的父母的，典型的产品比如按摩椅、厨
房家电等。”王涛表示。

他介绍道，乡村老人消费全平台比价会比
较麻烦，拼多多希望能打造“同类商品最低价
格”的稳定机制，从而帮助消费者省略“比价”环
节，仅考虑商品是否实用和适用。“本次618大
促，给平台的‘去价格化机制’提供了一次重要
的检验机会。”

拼多多数据显示，618期间，城里消费者
买给乡村亲人的相关订单，超过了500万单，
近40万消费者买了超过3单以上。“判断‘孝心
消费’‘爱心消费’肯定不止这一个数据维度，
但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孝心消费’。”王
涛分析说。

“消费反哺”：
7成农产品订单来自一二线城市

“618期间，一二线城市最大的消费亮点之
一是农产品。”公益游戏“多多果园”负责人说。
拼多多数据显示，截止6月14日中午12点，平台

“618大促”已卖出78亿元水果生鲜、食品等农
（副）产品。

6月7、8、9三天是每月一次的拼多多“丰收
节”，广西台芒、百香果、红心火龙果上线即被消
费者火热抢购。商家表示，“很早就开始准备应
季水果，这次广西台芒从6月初采摘，可持续两
三个月，单独为这次活动就准备了十几万斤，共
计两万单商品。”

618期间，在拼多多与平台商家联合百亿补
贴之下，11.75元三斤包邮的海南红心木瓜，以
低于成本价的方式回馈消费者；秭归脐橙每斤
价格不足3元；6月11日的“多多果园”里，现摘时

令油桃和毛桃上演“双桃大战”，5斤仅售16.9
元，广西北部湾烤海鸭蛋8.9元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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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data发布的报告
则显示，2018年拼多多新增用户城市分布
中，前十名均为一二线城市，其中增长最快
的是北京。

“一二线城市消费者是产地直发的平价农
产品最大的消费群体，实惠、更新鲜。农产品进
城与品牌下乡，在拼多多上形成了明显的商品
对流，从商品层面带动了要素层面的城乡融合，
由此推动更为紧密的国内统一市场。”王涛表
示，“以前是农业农民支持工业和城市，现在一
二线城市居民通过电商平台更多地消费农产
品，这也是一种消费反哺。”

为满足消费者需求，首家参加拼多多“新品牌计划”的深
圳家卫士工厂，又在继续开发新款物美价廉的扫地机器人。

“约70%的实物商品订
单来自三线及以下城乡消
费者，约70%农产品订单来
自一二线城市。”拼多多大
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
王涛提供了该平台最新618
大促消费数据，两个70%令
人印象深刻。据他介绍，截
至6月14日中午12点，“百亿
补贴”之下，平台成交单量
高达8.2亿笔。“拼多多目前
年活跃用户超过4.43亿，已
接近中国消费者的一半，从
巨大的消费数据看，乡村消
费增速正在赶超城市消
费。”此外，给父母买水果买
手机的“孝心消费”、“中产
阶层”推动的高客单价消费
等也是突出亮点。

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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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方面表示，
大促团队24小时待命，确保
每一款标品在横向和纵向
上均为全渠道历史最低价。

广西果农手捧新鲜采摘的芒果，618期间，
她的芒果通过落地在“多多果园”的拼多多“丰
收节”大卖。

拼多多数据显示，以高客单价
为标志的“中产消费”，正成为拼多
多618大促的核心驱动。为进一步满
足消费者对于平价顶尖商品的需
求，6月6日下午3点，拼多多“百亿补
贴”大促集中上线了一批备受关注
的热门商品，包括1888元的戴森吹
风机，729元的ReFa瘦脸仪等，均打
破历史价格底线。

据悉，为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
所有参加“百亿补贴”的商品，都设
有独立的审核和渠道锁定机制，确
保正品行货。此外，拼多多联合中国
人保财险（PICC）推出定制化正品
险，已经进入公测阶段，PICC将在
第一时间为消费者实行“假一赔十”
的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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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表
示，在厨电产品线中，包括格兰仕、
美的、九阳、苏泊尔在内的国产品牌
已占据较大的高端消费份额，而家
居、个护类的高端消费领域，则主要
由国际品牌主导。

“中国已经有接近6亿中产人
群，消费升级的潜能巨大，但中国目
前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产品和服
务，还没有充分匹配该群体的需求，
因此造成了中产阶级蜂拥到国外抢
购中高档品牌商品的热潮。”据王涛
介绍，拼多多“新品牌计划”正根据
618数据，加大力度对个护电器、家
居电器类优质产能进行资源倾斜和
资金扶持，“希望下一轮‘百亿补贴’
中，不仅有戴森，有博世，更涌现出
一批国产顶尖品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中产消费将推动
“中国制造”
出现顶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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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雄逐鹿：618智慧物流隔空对垒
今年618各大电商

除了线上补贴战外，背
后的物流竞争也进入
白热化。

5月底菜鸟的全链
路无人操作智慧仓多
地试点后，6月5日，京
东物流宣布启用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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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苏宁物流也宣布
基于物流数字化及智
能化的投入和应用，苏
宁618大促实现物流不
降速。

与往年黑科技亮
相吸引大众眼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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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的618年已经到
了比拼智慧物流建设
成果的新阶段。

拼实效
物流供应链

科技成品牌角力场
6月5日下午京东物流发布消息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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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新闻记者从京东方面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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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方面称，无论是自动化立体仓库、地狼
仓、天狼仓、智能分拣机，其运营效率均是传统
仓库的至少3倍以上，一些应用成熟的机器人，
自动打包机的订单处理速度更是传统仓库的5
倍以上。

观察：
新物流支撑
供应链生态竞争

根 据 近 日 艾 媒 咨 询 发 布 的
《2018-2019 中国智慧物流行业研究
报告》显示，当前物流企业对智慧物流
的需求主要包括物流数据、物流云、物
流设备三大领域，2018年智慧物流市
场规模超过 4000 亿元，预计到 2025
年，智慧物流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以及新零
售、智能制造等领域对物流的更高要
求，智慧物流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

对此，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主任曹磊也告诉记者，在价格越来
越透明的当下，物流仓储配送就成为
了比拼的重要核心，比拼的就是售前、
售中、售后的综合服务机制，谁能让消
费者放心购物，谁就有更强的竞争力。
因此，物流是电商业务战争的延续战
场，也是零售业升级的基础设施竞争。
未来电商的竞争，已不只是平台的竞
争，也不是单一的供应链之争，而是在
新技术、新物流的驱动下，供应链生态
的竞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程

秀肌肉
全链路无人智慧仓暗潮涌动

物流方面同样高歌猛进还有菜鸟，5月
28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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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这已经在菜鸟的多个物流仓
库中进行试点。

同时菜鸟末端服务再出新智能柜。记
者当时了解到，菜鸟新智能柜除独家的刷
脸取件功能外，还通过智能方式实现了“包
裹找人”，用户刷脸后，包裹自动送到面前，
改变了“人找包裹”的传统方式。通过特有
的 AI 算法，还提升了储存容量，一样大小
的空间，可以存放的包裹量是传统智能柜
的1.6倍。

阿里

晒数据
黑科技集结完毕
半小时包裹出货

苏宁物流同样不落人后，从仓储数量到智
慧物流创新。根据苏宁易购2018年年报显示，
截至2018年12月末，苏宁物流及天天快递拥
有仓储及相关配套总面积950万平方米，到了
2019年Q1，苏宁易购的仓储面积更是达到了
964万平米。截至去年底苏宁拥已拥有快递网
点27444 个，物流网络覆盖全国351个地级城
市、2858个区县城市。正是星罗棋布的物流网
点设施，保证了这家庞大的零售巨头近些年在
配送效率上的大跨步发展。

苏宁618大促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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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物流

“黑科技”最强阵容已经集结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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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宁物流的智能仓库里，
包裹出库最快只需半小时。据了解，今年苏宁物流
还将在南京上线新型无人仓。

京东

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