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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双11”新玩法依然让人眼花缭
乱，但最大焦点无疑就是直播，大部分店家都
开设了自己的直播间，有自带粉丝的主播更
是带货不断，曾经自己钻研产品、折扣攻略的
剁手族早已变成通过网红直播的方式了解最
新产品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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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之前
淘宝直播数据显示，“双11”预售刚开启，薇娅
直播间里3000件售价9088元的宙斯魅影美容
仪1秒钟便售罄；7家美妆店铺仅用10分钟就跻
进了“10亿俱乐部”；预售第一天，就有数百个
品牌打破了去年“双11”峰值。

从2016年上线到现在，经过3年的蛰伏，
“淘宝直播”终于得以在今年的“双11”大放异
彩。淘宝内容电商事业部总经理玄德对于这
场“电商+直播”给出评价--淘宝内容生态划
时代的节点，其意义可对标2015年的淘宝无
线化。

此外今年天猫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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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阿里系深耕直播电商外，拥有短视
频、直播天然基因的抖音快手同样加速迈进。
过去一年，直播电商的渗透率正在迅速提升，
这种链接“人、货、场”的新模式越来越被认可，
已经成为众多内容平台的标配。

而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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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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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当前直播社交电商，阿里、抖音、
快手各占“货、场、人”其中之一，淘宝直播离货
最近，背靠最大的电商平台，货品丰富，而快手
直播一直坚持打赏+带货两条腿走路，与淘宝
直播相比，快手直播兼备购物和娱乐双重属
性。抖音依靠中心化推荐模式，通过种草“场”
快速引发网友模仿热门内容，逐渐引出爆款。

占据“人、货、场”三方的社交电商将如何
讲好自己的故事，值得关注。而对于双十一此
次的社交亮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
表示，双十一已从单一的购物促销到“游戏+社
交+电商”方式转变。后者可以把购物、娱乐、生
活场景全部打通。今年各大电商都在社交电商
进行了大投入。包括直播带货等都让双十一促
销手段越来越丰富，而不仅仅是价格战。

同时双十一突出了供应链、线上线下融合
等立体化竞争。实际上，双十一已经从单纯的
线上购物走到了线下，从单一产品走到了供应
链的整合创新，购物被立体化展示出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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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直播带货混战，巨头厮杀拼购电商
群雄逐鹿 谁将成为2019双十一社交流量王？

各大电商厮杀
争夺渠道抢占流量
的背后，折射的是
对流量下行的焦
虑。

直播十分钟，
带货上百万早已不
是神话，将目光转
向存量市场，以直
播带货和社交增量
的社交电商、直播
电商开始成为零售
的新“流量明星”。
有业内人士分析，
社交电商正通过直
播引流、社交沉淀、
拼购、淘宝助力红
包等创新模式占据
传统存量市场。

而随着双11的
开启，新兴内容电
商抖音快手乃至阿
里、京东、苏宁的社
交电商大军正倾巢
而出，抢食着这场
购物的盛宴。社交
领域掀起新一轮竞
争早在业界意料之
中，一场激战箭在
弦上。

从下沉市场快速崛起的拼多多，其中一大
利器便是拼购社交模式，“分享能得实惠”早已
在消费者心智端打下烙印。随着拼多多将拼购
社交引向高线市场，阿里京东苏宁也在加速发
力拼购。

早在2018年3月，淘宝特价版APP就悄然
上线，模式直指拼多多，几乎一个节点，京东推
出类似拼团的“京东拼购”，并开放独立招商入
驻，然后到8月，淘宝在支付宝首页还出现了

“拼团”版块。苏宁则在去年7月正式上线苏宁
拼购，并以“黑马”态势引发业内关注。就在双
十一前夕，几家电商巨头更是上演了社交电商
拼购的角逐高潮。

3月21日，淘宝总裁蒋凡在“2019中国品质
惠经济盛典”上宣布将聚划算升级为“阿里集
团品质惠经济战略窗口，他提出聚划算下一步
的任务将是，让中国四五线城市，乡村消费者
可以买到品质好，价格实惠的商品，这与瞄准”
五环外“人群起家的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提出的
不少观点不谋而合。

盯上“五环外”人群的远不止阿里、拼
多多。

曾经的京东拼购如今改名为“京喜”的社
交电商全面加码，10月31日，正式上线微信一
级入口。至此，京喜不再只是京东商城的一个
频道，用户可以直接从微信购物进入京喜界
面。10月中旬的京东双十一启动会上，京东零
售集团平台业务中心负责人韩瑞就面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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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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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社交电商的决心。

苏宁乐拼购2016年就已经试水拼购模式，
2018年改名苏宁拼购。近期苏宁拼购依靠拼购
节，砍价团、一元拼、抽奖团等模式快速积攒人
气。11月1日半天时间内，苏宁数据显示，拼购
12小时卖货3300万件。

值得注意的是，苏宁易购三季报重点提
到：苏宁拼购的快速发展带来商户数量及活跃
度较大的提升，后续将加大推进拼拼工厂、拼
拼农庄、拼购村的建设，进一步丰富商品，构筑
苏宁大快消品牌心智及核心竞争能力。

拼购社交
剑指拼多多

直播社交“人货场”三分天下

从美食到化妆品，带货主播们活跃在各大直播间

今年5月，创立不到6年
的新氧科技登陆纳斯达克，
成为互联网医美第一股。8月
29日，新氧发布了最新财报，
显示今年Q2新氧促成医美服
务交易总额8.929亿元，相比
去年同期增长81.9%；实现营
收2.8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87.3% ；实 现 净 利 润 2930 万
元，同比增长230%。

根据新氧发布的《2019
医美行业白皮书》，2019年中
国医美疗程消费量将超过美
国、巴西、日本、韩国这些医
美消费大国，居全球第一；但
城市的渗透刚刚进入二级城
市，还有广大的市场空间支
持高增长，医美千亿级蓝海
市场已全面爆发。

目前，医美行业已引发
巨头们争先入局。面对挑战，
新氧在大家竞相入局的情况
下不断打精准营销牌，先后
打出新氧“66双眼皮节”和

“99皮皮节”等组合拳。
以今年9月新氧“99皮皮

节”为例，直接打破底价，热
门项目降至百元。9月1日至9

月8日，新用户只要来新氧
APP注册，就能领取199元无
门槛抵用券，并可直接用于
该平台199元以下项目付款。
这相当于，原价199元的项
目，在此次活动中不用花钱
就能直接抵扣，没有套路没
有陷阱的真实福利着实让人
心动不已。

不仅如此，在新氧“99皮
皮节”大促期间还有限量1元
抢拍活动，运气好的话，加上
新人无门槛199体验券，花不
了多少钱，就能体验一整套
医美护肤项目。美白、抗衰、
祛痘等轻型项目还有超值组
合套餐，微整三针、皮秒、热
提拉、光子嫩肤等强效果项
目还有次卡套餐。据说还有
明星戚薇同款神秘套餐，直
接6折购买。多样化组合打包
只为提供最大程度的让利，
项目多到令人应接不暇。

目前，成都医美机构数
量超过300家，综合实力位居
全国第三。早在去年，成都正
式发布《成都医疗美容产业
发展规划（2018-2030）》：以

构建医疗美容产业生态圈为
主线，着力提升成都医疗美
容 产 业 的 质 量 和 规 模 ，到
2025年，成都医疗美容产业
营 业 收 入 达 到 1000 亿 元 ，
2030年达到2000亿元，成为
全国领先、全球知名的“医美
之都”。

《新氧2019医美行业白
皮书》显示，作为中国“医美
之都”的成都在抗初老光电
项目消费上达到全国均线
水平的一倍，是用医美“对
抗”时间的主力军。新氧相
关 人 士 介 绍 说 ，过 去 一 年
里，全国非手术类面部年轻
化项目增速高达92.64%，成
为增长最快领域。与70后、
80后热衷于研究眼霜成分
不同，90后一代更相信医学
抗衰的效果。根据预测，未
来10年随着90后一代全部
步入30岁年龄段，中国医美
消费也将与日本的趋势类
似，即医学抗衰成为大众消
费群体日常自我提升的方
式，替代掉一部分高端化妆
品和生活美容市场。

双11“颜值经济”成新风景线
新氧“亚洲医美狂欢节”火爆促销引领医美电商

每年双11，都和“剁手”有不
解之缘，人们逐渐对把大包小包
的货物往家里拎的传统“过节”
方式失去了新鲜感，“美丽经济”
悄然成为时尚一族的新兴趣点。

《新氧2019医美行业白皮
书》日前发布，2019年中国医美
疗程消费量将超过美国、巴西、
日本、韩国这些医美消费大国，
居全球第一。果不其然，“互联网
医美第一股”——新氧在今年相
继推出“66双眼皮节”、“99皮皮
节”的基础上，再度在双11放出
大招，启动“亚洲医美狂欢节”，
给万千爱美人士一份“颜值经
济”的大礼。

业内人士表示，互联网医美平台已
告别野蛮生长，随着阿里、京东、美团等
巨头的纷纷介入，行业即将进入下半场
角逐。

此前，新氧董事长兼CEO金星曾表
示：“互联网巨头入局医美是一个好现
象，这表明大家越来越能用正常的眼光
看待医美行业，新氧在这个行业6年，社
会大部分时候对医美是戴着有色眼镜来
看的，大公司的进入，恰恰证明了医美在
未来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朝阳行业。”

当下，互联网巨头单纯依靠技术运
营引导用户的难度不断加大，流量及资
本优势在低频高客单的医美行业也面
临着众多未知。而新氧在医美垂直领域
持续领先。根据Frost & Sullivan报告，在
中国的医美APP市场份额上，新氧更是
占到84.1%。有媒体报道，2019年6月新
氧月活用户达256万，已成为全国第二
大互联网医疗平台。

金星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其
未来的战略是“一横一纵”，即在医美行
业继续深耕，做产业互联网，同时在品

类上扩展至齿科等消费医疗领域。目
前，新氧APP在医美领域APP用户每日
使用总时长占比84.1%。新氧正在搭建
包括消费者、医生、医院机构、咨询师、
厂商、达人等在内的完整的医美产业互
联网生态。

在赋能医生方面，新氧上线了“新
氧医生”APP，可以作为医生自媒体平
台，帮助医生进行粉丝管理，提供医生
问答、付费预约等功能。“一横”则是新
氧要拓展更多消费医疗品类，新氧在齿
科领域经过半年的运营已经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金星认为，过去的6年新氧在
医美领域的成功实践也完全可以被复
制到齿科及其他消费医疗领域。

金星说：“未来，我们会逐步向皮肤、
眼科、妇产、高端体检、海外医疗等细分
延伸，我们更希突破原有‘医美’的标签，
成为‘消费医疗产业互联网平台’。”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颜值经济”已
成为当下社会的主流风向。医美行业正
乘风直上，新氧已经站在了风口之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胡沛

一年N度的电商促销节
早已成为消费者的狂欢盛
宴，现在医美行业也有专属
促销节日了。双11来临之际，
新 氧 推 出“ 亚 洲 医 美 狂 欢
节”，全场5折起，可以领取
1111元的大礼包，满100可用
60的津贴神券。还有包括微
整三针299元/次起的次卡优
惠，新人专项首单折上9折，
可叠加红包。邀请好友还可
以砍价。针对新人更有6666

元的新手礼包。
去年双11，成都由榜外

之城一跃而上，取代首尔，名
列双11医美消费城市榜单第
一。今年成都有望继续捍卫

“医美之都”的称号。
根据新氧大数据，去年

双 11 期 间 ，全 国 正 规 医 院
共卖出6万个抗初老项目，
包括皮秒激光、热玛吉、超
声 刀 等 。预 计 今 年 将 再 创
新纪录。

往年电商节后，用户往
往 会 集 中 出 现 对“ 囤 货 过
度”的吐槽，事后发现诸多
商品囤积起来不能物尽其
用，属于冲动消费。但医美
电商促销或许不会出现这
种情况，因为很多项目都是
用户深思熟虑“种草”已久
的 ，极 少 存 在 冲 动 消 费 现
象。另外，医美节可操作必
须满足线上消费医疗产品
安全规范的前提。

双11新氧放大招推“亚洲医美狂欢节”
上万个医美项目折扣力度空前

医美经济方兴未艾
新氧助力“医美之都”

新氧“突围”
发力消费医疗产业互联网平台

新氧董事长兼CEO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