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博:新闻晨报 _ 申活周刊 合作方式：cbshenhuo@163.com

申活
2021年 1 月 11 日 星期一 编 辑 张怡薇

09
第 427期

直播和社区团购成两大亮剑

在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背景下，塑造新型消费体系对
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零售业
作为消费先导产业，将迎来重要的
发展机遇，也将发生深刻的结构性
变革。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亮介
绍说：“在 2020年， 中国零售业的
供应链、门店、到家业务都经受住了
考验，实体零售线上化加速发展是
2020零售的最大亮点。 其中，直播
和社区团购一路狂飙。

裴亮认为，直播解决了实体店
疫情期间的销售问题，甚至是生存
问题。 实体零售的直播，是通过技
术对零售经营资源进行供给侧改革
的典型案例。 换一个角度看，直播
也是对零售企业经营能力的一次考
验和促进。

而社区团购则是互联网平台企
业以生鲜经营为切入点，利用社会
门店资源和门店流量，对社区商圈
和下沉市场的一次大规模的立体化
的布局，以期实现新一轮的市场拓
展和流量增长。 裴亮会长表示，社
区团购也是零售企业应对疫情的重
要帮手。 同时，社区团购不断下沉，
也在冲击和重构原来的竞争格局。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为零售业发展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商务部流
通发展司副司长张祥表示，目前，零
售发展方式也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
量效益型，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
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发展结构持
续优化，拉动消费及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重要地位
进一步凸显。 张祥副司长表示，零
售业构建双循环，形成新发展格局
的重要内容。

直播是对零售业的一次
结构性改革

从薇娅直播、李佳琦直播、辛巴
直播，到现在的总裁直播、店长直
播、 营业员直播……进入了全民直
播状态。 直播品类从百货、购物中
心到家电、化妆品、时尚零售，再到
快销品、超市、便利店，覆盖了几乎
所有的业态和品类。

裴亮认为，实体零售的直播是
通过技术的应用，对零售经营资源

进行的一次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它充分挖掘和利用了零售企业的
存量资产， 这些资产比如私域流
量、品牌商誉背书、人力资源等。 原
来的人力成本转化成了人力的收
益，每一位实体店的员工都成为直
播者， 都在为企业创造新的收入、
新的价值。

数据资产得到了变现，私域流
量长期维护的会员体系，在这个关
键时期通过直播发挥了应有的作
用，供应链能力也得到了一次能力
的释放。 直播也是对零售企业经营
能力的一次考验和促进，直播也需
要自己的人、货、场，零售业的商品
采购和供应链能力是对直播的一个
基础的支撑，需要有赋能直播的后
台和各种工具，需要有多元化的流
量入口来支撑我们的直播的成效。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直播为顾客提
供了更多的附加价值，成为了零售
企业服务的一种延伸，这种附加价
值表现在对消费者的一种消费教
育，对于一些高附加值的新产品、信
息密集型产品的一种推广。

下沉社区的到家服务

2020年以来，各种平台优选纷
涌而出：美团优选、橙新优选、顺丰
优选……这些平台企业都进入了社
区团购这个领域。还有多多买菜等，
这些平台企业布局社区、布局三四
五线市场，对于整个零售格局也带
来一个重要的影响甚至冲击。

社区团购是以互联网平台企业
为主，以生鲜经营、生鲜品类为切入
点，利用了社会门店资源和门店的
线下流量，对社区商圈和下沉市场
的一次大规模的、立体化的布局。

在疫情的影响下，客流下降、消
费者更趋于保守，企业应更加关注
其核心基础能力的打造，这些能力
包括我们的供应链的能力、商品开
发的能力、数字化应用的能力，以及
组织结构的优化等。 其中有一些成
功的案例，比如说像惠通达，苏宁的
零售云，依托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和
供应链能力，大大地提升了各自零
售市场的能力。

为何部分零售业
投入产出不理想

线上线下的相互促进，私域流
量经营、互联网社交平台等更多网
上流量资源的开发，线上经营能力

也在不断的增强。 另一方面，平台
企业通过数字化、流量、物流等方
面赋能实体零售企业，也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我们实体门店的生存
能力和经营水平。 线上线下相互促
进，一个双循环的新的发展格局。

但推进数字化的过程当中，为
何有的零售业“投入产出不理想”？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我们企
业的基础管理不扎实、业务流程落
后，很难适应新的科技赋能所产生
的价值。 所以在这些推进数字化过
程当中，出现的诸多的问题，其实
也反映了我们很多零售企业在创
新方面，特别是系统化创新方面所
存在的一些短板和缺陷。 零售创新
还是应该回归“以顾客价值创造为
本”的原则，要从 GMV 驱动转向
效率驱动，从资本价值驱动转向顾
客价值驱动。

记者获悉，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零售创新中心发起的 API 项目零
售数字化新基建，主要的目的就在
于推进零售供应链上下游、零售业
同场景的数字化应用之间建立一
个标准的系统，来让各个数据系统
能高效的对接，这也是该协会在推
进中国零售行业数字化方面的一
个重要的举措。

百联两条腿走路

以实体零售为代表的零售行
业正面临着来自模式、能力、互联
网、消费群体等方面的挑战。 作为
中国最大的零售航母之一，百联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叶永
明介绍了百联集团的两条腿走路
的转型之路。

叶永明表示，过去五年，百联
集团主要是围绕全渠道、门店转型
这两条主线， 以商业零售为核心，
进行改革转型和创新发展。 第一条
主线，建立爱百联线上平台，发展

全渠道到家模式。
另外就是门店转型，因为我们

的消费客群正在发生着非常大的
变化，我们的商品、品牌、体验，如
何来满足这个时代新的消费群体
的需要。 比如我们进行了模式创新
和业态创新，建立了白领型的买手
店，我们用采买的方法来购买欧洲
著名设计师的品牌，在中国在百货
的领域建立自营的模式；2017 年
建立了百联的时尚中心，通过这个
时尚中心， 培育中国本土设计师，
让这些优秀的设计师通过我们的
孵化，打造成集合店，进入我们的
商业终端。 还有打造创新的便利
店、科创中心等。

不过，叶永明也坦诚，创新从来
不是一帆风顺的。因此，对于全业务
链、全环节、全过程、全周期的创新
项目的管理非常重要。 在过去的创
新实践中， 百联通过建立创新管理
体系，对创新进行管理，控制创新的
风险，让创新更加有效。同时我们创
新还需要机制， 我们又为此建立了
六大项目的管理机制， 就是基金孵
化、跟投机制、赛马机制、容错机制、
创新评奖和退出机制。 我们每一个
创新项目，都会把项目分成孵化、迭
代、发展三个阶段进行管理。

“零售行业要想走出困境，在未
来的发展当中， 获取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就必须不断去创新，才能保持
竞争的优势，我们需要有识变之智、
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叶永明表示。

消费者都去哪里了

“最近五年， 全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已经快达到 40 万亿元，
复合增长超过了 30%。 这种红利我
们都分不到，消费者都去哪了？ ”华
润万家（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徐
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目前风行的到家平台，可实现

半小时送达家中，三年以前，消费者
采用这个到家服务的数字几乎为
零， 而如今采用到家业务的数字上
升迅速，这意味着我们消费者的购
买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谈到华润万家 2018 年的数
据，以及 4 年前消费者的购买渠道
与现在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徐辉
认为，今天靠近社区消费者的门店，
在分流大卖场的客流。 企业需要思
考的是，超市怎么让商品和消费者
离得更近？

谈到数字化时，徐辉认为，零售
企业做数字化，应该系统的从供应
链、物流体系、营销体系、运营体系
等方面进行思考。 此外，实体零售，
有了技术，也必须要有资本的投入，
才能够助力超市进行真正的转型。

视频号是一个社交 ID

洞察消费者的变化是零售业创
新的基础。 本次大会还通过三段视
频：“新渠道”、“新产品”、“新生
活方式”以及三场专题对话，来体
现了零售的新趋势。

对于 2020 年最新兴起的视频
号，微信支付运营副总经理雷茂锋
先生表示，现在大家看到的视频号、
视频号直播，看上去是一个小视频，
其实在微信生态里面，它是一个社
交的 ID， 是真正可以帮一个用户、
一个商家，如何能在公域地方获得
更多和顾客和粉丝交流的机会。

不管在线下还是线上，要把你
的用户和顾客真的变成你的一个整
体私域流量的一份子，因为只有把
这个基建做好，每一次支付都给你
建立连接，然后每一次参与你的活
动，都让他扫码进到你的微信公众
号或者小程序。用户在哪里？用户每
天看什么？ 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建立
更好的连接，建立我们私域的流量，
由此做到更精准的营销。

零售业为何投入产出不理想
只有做好自身新基建 零售业才能实现科技赋能
晨报记者 钱 鑫

2020年，在疫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线下零售体以数字化驱动，重构
其零售生态。 日前，“2020 中国全零售大会”以“双循环格局下的零售新起
点”为主题，在上海举行。如今商业在模式、技术、流程的创新，在一定程度内
提高了零售业的综合水平。

但是，在数字化的推进过程中，很多线下零售企业都出现了“投入产出
不理想”的现状。其原因为何？零售业内人士们纷纷表示，如果零售业的基础
管理不先进、业务流程落后，就很难适应新的科技赋能所产生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