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擂主打擂：
阿里、苏宁、京东排头兵
围战下沉市场

双十一期间，各大电商在排兵布阵时各有
章法，但多家不约而同地“重兵”下沉市场。

五环外用户，无疑已成为2019年双11电商
巨头们最受青睐的对象，而对于依靠五环外用
户崛起的拼多多，作为其战略腹地的下沉市场
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今，各家动作频频，正以
双十一为契机，高调插旗拼多多腹地。

距离11月11日近一个月前的10月15日，京东
以一场高调的启动会打响了下沉冲锋第一枪。

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拼购、京喜、
补贴、直播被频频提及，而这些高频词最终都
离不开“下沉”二字。

彼时京东零售集团平台业务中心负责人
韩瑞面对媒体重申，“下沉市场可以说是京东
未来要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希望
深耕这个市场。”与此同时，曾经的京东拼购，
现在的京喜更是加大对商家政策倾斜力度，实
施0.6%的扣点和零平台使用费突显其进攻下
沉市场决心。10月31日，京喜接入微信一级入
口，根据最新数据，“全民京喜日”开启不到一
个小时，京喜销量即突破100万单。

同样亮剑的还有阿里巴巴出击下沉市场
“先锋军”的聚划算，10月31日，聚划算宣布今
年All in 双11“三箭计划”：联合1000个品牌定
制1000款爆款商品；打造10000个万人爆款团，
1000个十万人团，100个百万人团；联合2000个
产业带，1000个农业基地，5000个数字化工厂，
50000条特供生产线，为全国消费者带来产地
直发的源头好货。

淘宝天猫总裁蒋凡此前透露，今年天猫
双11将会新增1亿人参与，这些新增用户主体
无疑将来自下沉市场，而聚划算正是提升新
用户黏性、带动下沉市场用户深度参与天猫
双11的重要引擎。事实上，阿里在下沉市场的

策略已初见成效，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两年，
淘宝天猫的月度活跃用户增长2.26亿，年度
活跃消费者增长2.08亿，新增用户中超过70%
来自下沉市场。

在电商平台拥趸的下沉市场，苏宁也不甘
示弱，这次双11苏宁表示，将依托300个城市社
区覆盖，超10000家门店仓+前置仓布局，即时
配送从生鲜向母婴、生活家电、手机数码等多
品类拓展，并承诺1公里30分钟送货到家的“闪
电配送”。有业内人士称，从苏宁易购这次双11
的打法来看，平台回到自身擅长的生活服务领
域场景，结合自身的特性和能力出发，找到一
条差异化的赛道，最大化利于自身优势。

攻守互换：

阿里苏宁京东守擂
拼多多凭借iPhone尖刀向一二线进军

进攻的号角吹响，防守的棋子布下。在阿
里京东双十一下沉战争打响之际，拼多多反其
道而行，向一二线市场进军。

如果说阿里京东进军下沉市场是以集团
作战，那么业界对拼多多的反攻则多数解读为
以尖刀对高线市场进行精准打击。拼多多在下
沉市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采用农村包围城市
的策略向高线市场反攻，其中最重要两把尖刀
就是补贴iphone以及农产品。

10月30日晚上，拼多多公布了其双十一的
打法--做百亿补贴。今年阿里、苏宁、京东，几
乎每家都推出了不同的补贴政策，但在拼多多
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陈秋看来，平台希望借今年
的双11，让电商大促回归初心。“无套路不怕
比，就是平台今年不搞红包、满减之类的促销
活动，让消费者看到的即是最优价，并欢迎与
其他平台对比。”

可以看到，手机、家电和数码产品今年占
据着拼多多双11专区里最醒目的位置。随着苹
果新款iPhone 11的发布，市场上掀起一股换机
热潮。拼多多从iPhone 11首发日起，便源源不
断地提供消费补贴，至今仍保持着iPhone 11、
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券后起售
价4799元、7399元和8099元的全网最低价。

此外据国家统计局7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16-35岁青年用户数约占拼多多用户数
83%，拼多多新增用户44%来自一二线城市，一
二线用户占比和渗透率均在提升，这会进一步
提高拼多多的盈利能力，因为低价对消费者的
吸引力是不分城市的。

异军突起：
侧面战场发起冲锋
抖音快手短视频直播亮剑

主战场传统电商巨头激战正酣，频繁相互
在腹地插旗，颇为意外的是，包括抖音、快手乃
至淘宝直播等平台则以短视频、直播为支点，
从侧面战场向传统电商模式发起冲锋。

直播能成为双十一市场的新引擎吗？这是
近期不少业内人士带出的疑问。

2016年3月，蘑菇街、淘宝等平台先后入局
试水直播卖货，三年后的2019年，“电商+直播”

已然成为了各大平台的“标配”。早在10月11日，
抖音就通过“好物发现节创作者动员大会”定向
邀请了百位创作者，宣布“11.11抖音好物发现
节”的活动细则，提前发起双十一带货大战的战
前动员。无独有偶，快手电商近日也宣布了双十
一招商规则，代号为“1106卖货王”。

同样阿里方面，今年天猫双11期间，口碑、
饿了么、淘宝、支付宝将通过“手艺直播”频道，
联手推出100多场手艺人直播。据了解，相比带
货直播，“手艺直播”频道将首次推出“商家自
播”的形式，口碑饿了么平台上，涵盖本地生活
吃喝玩乐各个行业的数百万手艺人。

今年双十一的直播最大看点就是抖音、快
手和淘宝三大平台各大主播带货能力的比拼。
2018年双十一，快手卖货王辛巴乃至今年618
期间的淘宝直播大V薇娅、李佳琦等，动辄上
亿的带货能力频繁刷新业界对“电商+直播”
的认知。

专家观点：
不论上行或下沉渠道
皆是弥补自身业务的短板

针对此次双11市场趋势变化，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接受
了记者采访。

盘和林认为无论是拼多多寻求上行通道，
还是京东、天猫等企业深挖下沉渠道，其实都
是弥补自身业务的短板，寻求公司业务新的增
长空间。

“拼多多作为新电商的代表，也是电商平
台新贵，是从下沉市场起家的，寻求上行通道
有助于改善其业务结构及声誉，拼多多完全是
基于移动互联网，这正契合了碎片化、移动化、
场景化的一些新的特点，所以下沉市场一下就
起来了，它往上行是一个供应链和消费者心智
螺旋上升的自然过程。”盘和林表示，简单来
说，其社交拼团+游戏的玩法在一二线市场应
该也是会有很强的吸引力。

同时他认为京东、天猫等企业深挖下沉渠
道主要是为了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空间，京东和
天猫在一二线市场经过多年的竞争，对于自身
企业来说已经“尽全力了”，而下沉市场是一片
新的领域，从改善物流配送等都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从竞争的角度来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作为电商的头部企业进入对方优势领域，也是
一种非常常用的竞争策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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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 烟 味 弥 漫 ，
2019年的双十一促销
大战一再提前，市场变
量和博弈也愈发激烈。

就目前粗略统计的
双十一各大电商促销攻
略看，除了天猫、苏宁、
京东、拼多多等“头部平
台”外，包括抖音、快手、
淘宝直播等平台也开始
瞄准双十一迅速积攒大
批流量，曾经的天猫“一
枝独秀”也正变成电商
乃至内容平台的多方混
战

剁手不再愁
苏宁悟空榜精准定位消费趋势
这个双十一“悟空”课代表做好了全套购物功课

京喜苏宁拼购

烽烟再起 电商巨头腹地互插旗
“聚划算、苏宁拼购、京喜”重兵围战下沉市场 抖音快手直播带货走上前台

随着双11如何能
划算地购物难度逐步
加大，双十一这门购物
功课的课代表应运而
生，各个“民间课代表”
收集各个满减、折扣、
领券，然后给出各种各
样的剁手清单，让广大
的剁手族们纷纷表示，
这样的清单请多来一
份。在“民间课代表”大
展身手的同时，有一位
特别的课代表用其专
业的大数据分析，给出
了一份全套购物功课，
这位来自苏宁易购的
“苏宁悟空榜”就像一
位火眼金睛的“悟空”
一样带着各位同学轻
松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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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用“悟空”知道买什么
厂商用“悟空”知道卖什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数据消费榜单，
逐渐成为品牌商和消费者的行动指南。随
着2019年双十一的开启，被称为“最真实又
残酷”的苏宁悟空排行榜也再次成为焦点。
悟空榜是基于苏宁悟空大数据，根据商品
销售额、销量、收藏、加购等指标对品牌、商
品、店铺等维度进行实时排名更新的榜单。
每隔5分钟就实时刷新一次的销售数据与
排名，其中既有线上线下分开的榜单，也有
全渠道总体榜单，涵盖家电、手机、电脑数
码、母婴、超市、百货、家装建材七大类目。
另有苏宁推客和苏宁拼购热销单品排行，
展现社交圈的购物趋势。实时数据、累计数
据同步更新，帮助商家与消费者第一时间
明晰产品销售动向。

就拿手机来说，今年是“5G元年”，不论
是美、韩、英等20国喜提5G，还是国内首批5G

城市名单诞生。随着国内首台5G手机的售
出，新技术掩映下的新活力市场也在悟空榜
上得以体现，手机等5G数码产品热卖已经渐
有主流之势。手机销量排行榜上，iPhone11、
iPhoneXR与vivo U3x 、华为畅享MAX 竞争
激烈。

此外，从白酒的11月6日全天单品销量
排名中可以看到，茅台 赖茅 传承蓝酱香型
白酒53%vol 500ml整箱装白酒拿到了头筹，
剑 南 春 52 度 500ml 、五 粮 液 1618 52 度
500ML浓香型 白酒 则是分列二三名，差不
多这三大类型就是目前最受“酒鬼”们钟爱
的品牌了。剁手怎么能少了零食？从饼干糕
点的11月6日全天情况可以看出，达利园奶
香味的法式软面包和小面包最受宠，直接拿
下前两名……

所以，对于消费者而言，查看悟空榜能够
非常轻松的选购到合适的商品；而厂商，也能
通过悟空榜洞察到消费趋势的变化，并及时调
整市场策略，这是悟空榜C端功能强化后，厂
商价值的体现。

家电排行榜：
电视类海信排第一
四川人爱买美的空调挂机

据《2019年中国家电行业三季度报告》显
示，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家电市场零售额规
模为1745亿元，苏宁占比22.6%，份额持续扩
大，再度领跑全渠道第一。消费升级大潮下，家
电消费趋势激变。而伴随新中产阶级的崛起，
消费者对于家电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趋于多
元化，他们更愿意为高颜值、高品质、具备健康
智能功能和个性化特点的产品买单。苏宁双十
一嘉年华期间家电市场是什么情况呢？我们通
过苏宁悟空榜来一睹为快。

截至11月6日全天，苏宁悟空排行榜显示
电视品牌销售额自营全渠道，海信稳居第一，
TCL位居第二，小米成为第三。后面跟着的是
创维、海尔、长虹、康佳、三星等品牌。就今年
的榜单排名来看，消费者的选择五花八门，有
喜欢老牌知名度高的，有喜欢新品更智能现

代化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悟空榜的数据整合了线

下和线下多个渠道的数据，能够更加精准地描
绘出当前的消费趋势。以电视类这个细分榜单
来说，大屏、4K和智能电视备受用户欢迎，这
能够清晰的反应出消费者购买电视的趋势。最
近两年，很多消费者更倾向于4K分辨率的电
视，而且大屏更加受欢迎，这一趋势，对厂商也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家用空调全渠道品牌销售额方面，在11月
6日全天，美的、奥克斯、格力三个品牌一直稳
居前三，从单品销售情况可以看出，自营全渠
道美的 智弧 KFR-35GW/WDBN8A3@ 销
量极好。在全国线下自营渠道售卖的分布情况
来看，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省、贵州省偏爱美
的空调挂机。

冰箱品牌11月6日全天销售额榜单中，海
尔位居榜首，美的、美菱也拼进三甲。海信、西
门子、扎努西·伊莱克斯、卡萨帝、松下、创维等
虽然都已经进入了不同渠道的榜单，但是混战
还在进行中。

11月6日全天在洗衣机板块，从悟空榜单
的品牌销售额来看，竞争同样激烈。海尔、小天
鹅、美的三大巨头稳稳当当地坐上了自营线上
渠道的三甲宝座，而在品牌销量自营线下渠道
的榜单几乎来了场大换血，海尔、扎努西·伊莱
克斯、美的位居前三，由此也可以看出，线上线
下消费者购买喜好差别还是有点大，对于品牌
的选择也大有不同。

生鲜零食排行榜：
恒都阿根廷牛腱子卖断货

在“剁手党”们采买大小家电的同事，也没
亏待自己日常的生活。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
吃货们又拿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从榜单上也可
以一探各地人民的饮食喜好。

苏宁悟空榜生鲜版块综合线上线下单品
销量、线上线下单品销售额这四个维度，11月6
日全天从单品销售额来看，恒都飘香牛肉块
1kg、福 建 精 品 蜜 柚 红 心 柚 子 2 个 装
1.8kg-2.5kg 新鲜水果和恒都阿根廷牛腱子
1kg 在自营全渠道和自营线上渠道稳居榜单
前三。

除了生鲜版外，日常闲暇时在家，无聊
看剧时，嘴怎么能闲得住？各种小饼干、小
零食、小点心就成了消费者无法抗拒的美
味，所以从苏宁悟空榜饼干糕点的11月6日
全天排名情况可以看出，品牌销售额自营
线下渠道奥利奥、格力高、好丽友深受消费
者喜爱，直接拿下前三名；而达利园和一些
夹心饼干也大卖特卖，不得不说大家对这
些甜甜的真是偏爱有加。只想下单，坐等快
递到家。

不过不管喜好有何不同，只要有划算的
产品推出，就会第一时间抢断货。比如，居生
鲜榜榜首的阿根廷的的牛腱子一推出就速度
卖断货。

其实不论是哪个品类，都因为苏宁悟
空榜的真实性、即时性、专业性以及庞大的
大数据来呈现优秀“课代表”该有的样子。
用品牌、商品、店铺等实时更新的销售数据
排行榜组成的消费大数据榜单，让跟风变
得更靠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倪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