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经智库16 2018年11月8日 星期四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10 印完时间：4∶15 本报印刷厂印刷

腾讯的角色是做“连接器”和
“工具箱”，零售商家可借助扫码
购、人脸识别、动线分析等科技手
段对“一楼”进行数字化改造，更
加多元化地触达客户，提供“千人
千面”的个性化的服务；而“二
楼”，则像是体验背后的“智能中
枢”，运用云、AI和大数据能力，促
进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帮助商
家提升管理效率。我们希望通过
公众号、小程序、支付、云计算、社
交广告等七大武器，将“一楼”与

“二楼”打通，帮助合作伙伴解决
连接、转化、体验三大难题，发掘
移动社交时代新机遇。

作为零售行业的数字化助
手，腾讯、沃尔玛、京东和京东到

家基于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协同创
新正在不断加强。“扫玛购”已推
广到180多个城市的近400家沃
尔玛门店，并快速铺开，用户已超
过 1500 万。目前，成熟门店“扫
玛购”渗透率达38%，“扫玛购”用
户平均每月复购2次。近期，双方
还将推出基于电子地图的“找找
货”等创新应用，为零售行业注入
更多社交和科技基因。腾讯早前
与京东达成合作，并推出战略合
作项目“京腾计划”。

借助京东到家，深入二线及
以下城市的门店数字化升级运营
小组，腾讯打造的自助收银、刷脸
支付等零售解决方案也正在加速
落地。

京东集团副总裁黎科峰

无界零售是趋势

达达-京东到家创始人兼CEO蒯佳祺

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京东到家将以“深度赋能、深

拓渠道、深耕商品”为三大核心战
略，加快发展步伐，持续推动零售
领域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为消
费者带来不断升级的购物体验。

京东到家作为无界零售即时
消费平台，将不断加深与沃尔玛、
京东、腾讯三方的协同与合作，在
全渠道的发展态势下，以“深度赋
能、深拓渠道、深耕商品”为战略，
推动 O2O 即时消费渠道的加速
发展。

在深度赋能层面，京东到家
将在流量赋能、履约赋能、门店赋
能、商品赋能、用户赋能五大模块
中，进一步完善、迭代解决方案，
为合作伙伴提供更丰富的定制
化、工具化的产品，为实体零售商
构建无界零售的基础设置，全面
帮助实体门店提升线上产能与数

字化能力。
在深拓渠道层面，京东到家

计划在 2019 年内完成超过 200
座城市核心区域的全面覆盖，加
快渠道下沉速度，加速三四线城
市布局，将 1 小时到家的便捷服
务带到更多消费者身边。目前，
京 东 到 家 已 覆 盖 全 国 63 座 城
市，一二线城市已基本实现全面
覆盖。

在深耕商品层面，目前已有
10余万门店上线京东到家，为消
费者提供生鲜蔬果、日用百货、医
药健康、鲜花绿植、蛋糕烘焙、美
妆家居等多品类的商品服务。未
来，京东到家将与母婴幼儿、海鲜
水产、酒水茶叶等更多连锁专卖
店达成合作，为消费者提供更为
丰富的商品选择，打造即时消费
的全品类商城。

作为国内领先的电商平台，
京东在过去的 10 余年中积累了
宝贵的零售经验和系统能力，并
在 2017 年开始积极向“零售+零
售基础设施的服务商”转型。包
含线上线下在内的全渠道融合背
后，是京东通过成熟的技术、资源
和经验打造的零售基础设施，特
别是中台研发的成长，这标志着
京东研发从推动自身创新成长到
对外赋能，带动行业成长的角色
转变。

京东对零售未来趋势做出的
终极判断是无界零售，在“场景无
限、货物无边、人企无间”的无界
零售图景中，京东通过积木模块
开放基础设施能力，这其中包括
最复杂成熟的SKU管理系统，最
完整、价值链最长的零售数据，最
有活力的会员运营体系，广泛的

营销触达网络以及高效的物流服
务能力等。

与沃尔玛的“三通”战略源自
京东覆盖产品、流通、库存、用户、
服务等全链条环节的智慧供应链
体系；遍布全国的京东物流基础
设施拥有超过 30 万个末端自提
及服务中心与达达-京东到家

“最后一公里”的快速运力相得益
彰，更加全面的满足和覆盖了合
作伙伴的需求；与腾讯的合作则
为更多的品牌和商家打开了更加
丰富的场景和入口以及更为精准
的营销能力。

零售的未来不是“帝国”，而
是“盟国”，每个参与者将自己的
那块或那几块“积木”定义清楚，
并不断优化，最终不同的积木组
合在一起，演化出无界零售的无
限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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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智慧零售项目负责人王墨

做好“连接器”和“工具箱”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王耀

消费将更趋于理性化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

及新时代消费者的消费喜好、消
费习惯和消费需求的改变，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成为大趋势，线下
传统商超开始接受并拥抱互联
网，线上零售商也积极开展与线
下企业的合作，线下商超与网络
零售商合作愈发紧密，零售商超
行 业 进 入 线 上 线 下 融 合 新 阶
段。新阶段的特点是数字化、全
渠道和更灵活的供应链，其中数
字化是最核心的特点。

电商给整个消费带来的更多
是结构上的变化，消费者通过电

商获得更多的方便和选择。当
前，消费趋势出现了一个新特点，
那就是从之前的奢侈化和高档化
发展演变为向平价化发展，说明
大家更愿意买性价比高的产品。
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理性化等正
向消费趋势，也是一种消费升级。

未来，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
为会越来越成熟，呈现出两头尖
中间大的形态——两端是奢侈化
和低价化，中间是衡量性价比的
用户。电商平台本身提供的不单
是商品，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社会
属性的价值观。

10月31日，经济日
报 联 合 京 东 、京 东 到
家、沃尔玛和腾讯共同
发布《2018中国零售商
超全渠道融合发展年
度报告》，这是我国首
部聚焦零售商超融合
发展的研究报告。报告
通过消费大数据分析
和描述了中国消费结
构变化与零售商超发
展趋势，深入解读消费
者高质量消费新特征
和零售商超全渠道融
合新模式，为行业加快
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
研究结论。

我国首部零售商超融合发展年度报告发布

从大数据看消费升级
与零售业创新发展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京东数据研究院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
础性作用持续增强

近期，中央先后下发《关于完善
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
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完善促进
消 费 体 制 机 制 实 施 方 案（2018 －
2020 年）》，指出消费是生产的最终
目的和动力，要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
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
点，不断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要推动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型消费成
长，优化线上线下协同互动的消费
生态。

今年以来，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
趋势研究院与京东数据研究院深入合
作，通过京东的消费大数据和商业创
新案例，持续关注和分析解读中国消
费升级与零售创新趋势，并发布了相
关报告，得到了业内广泛关注及好
评。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全面更有代表
性，本次我们又增加了京东到家、沃尔
玛和腾讯三方的消费大数据与商业创
新案例，经过五方的积极协作和共同
努力，最终形成了我国首部零售商超
融合发展年度报告。

新时代消费者及消费
行为呈现新特点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流等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传统零售业态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
新兴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呈现出四方面
的新特征：

一是消费主力年轻化。数据显
示，当前20岁至39岁人群，即“80后”
和“90 后”已成为我国主要消费群
体。与先前代际群体相比，他们有能
力且更有意愿去提升个人的消费水
平，对于品质、体验和新鲜感的标准
也更高，单一的线上或线下零售模式
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线上线下融合
的购物模式更受欢迎。

二是消费实力增强。随着我国
经济发展，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
增长，已从 2013 年的 8896 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25974 元。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
3 亿人，大致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
30%以上。中等收入群体具备较高的
收入和消费活力。

三是消费趋于理性。近年来，我
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
长，但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增长率较2016年有所降低。现阶段，
一线城市居民消费趋于理性，更倾向
于高性价比的产品。

四是消费潜力下沉。相比于一
二线城市消费者的高生活成本来说，
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者所面对的
压力较小，同时物价相对较低，购买
力提升较快。根据京东超市数据，三
线及以下城市在 2016 年 7 月到 2018
年 6 月的销售额增长率，高于新一线
城市及二线城市，随着收入的持续提
高，三线及以下城市具有较大的消费
潜力。

基于上述新特征，消费者的消费
行为呈现出六大新趋势：

第一，追求高品质，消费者由“剁
手族”向“品质族”迈进。近年来，国
内居民消费持续扩大升级，消费者消
费时已经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
的提升转变，高质量的商品越来越受
到追捧。调研数据显示，消费者在网
购时最看重商品的品质，价格成为影
响消费的次要因素，商品的售后服务
和品类丰富度、物流的时效性也是用
户在消费时较为看重的因素。根据
京东超市、京东到家及沃尔玛数据，
人们购买食品饮料时，更加追求高品
质的商品。

第二，理性化消费，“买精买好”
比“买多买贵”更重要。研究表明，我
国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时除关注产品
质量及时间外，有 73.8%的消费者在
消费时更关注商品的性价比。随着
消费需求的变迁，“只买贵的，不买对
的”等消费观念已被“买精买好”的观
念所取代，追求用合适的价格高效地
选到有用的好东西是当前消费者的
主要消费观。

第三，健康及文化娱乐消费提
高，食品衣着消费下降。享受型消费
即人们为了满足享受需要而产生的
消费，如娱乐文化服务、高级食品以
及 某 些 精 神 文 化 用 品 及 服 务 的 消
费。2013年以来，我国居民教育文化
娱乐及生活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比例
越来越大，消费者的需求内容从最初
级别的“温饱”过渡到精神层面的享
受，人们在购买生活消费品时愈发注
重消费体验。

第四，追求个性化消费。紧跟潮
流，特别是“80后”“90后”消费更加彰
显个性。居民消费现已步入新的发展
阶段，“80后”“90后”消费者已成为消
费主力军，相对于其他年龄层消费者
来说，“90 后”最愿意尝试新品，其对
品牌的选择更加离散和多元，小众品
牌和定制化商品迅速被市场接受。

第五，追求方便快捷，消费者更
注重“一站式”服务。当前，人们的生

活节奏加快，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追求
“方便、快捷”，由此催生了众多零售
商 超 新 业 态 。 调 研 数 据 显 示 ，有
67.6%的消费者选择O2O平台购买商
品的原因是“送货上门、上门服务，方
便快捷”。除此之外，随着主要消费
人群的代际变迁，消费者更愿意提高
效率、一次性地购买到所需要的产
品，且消费者愈发追求多元化、个性
化商品，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商超更
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第六，线上线下消费者边界逐渐模
糊，消费者购物渠道从割裂走向融合。
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及行业的发展，
消费者已经不再单纯地采用单一的线
上或者线下来进行消费，而是根据自己
的需求，选择当前最合适的方式。消费
场景多元化，消费选择更加多样化、便
利化，用户体验也越来越好。调研数据
显示，5%的消费者选择了纯线上购买
商品，79%的消费者购物时会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16%的消费者只进行
单一的线下消费。另外，18-30岁的消
费者更爱在线上购物，男性也更爱在线
上购物。

全渠道融合成为零售
商超行业新趋势

目前，零售企业线上获客成本的
不断提升与线下业绩的持续下滑，促
使线上、线下更加注重商业本质的回
归，开启创新、融合之路。线上线下
优劣势各异，在客群、场景、渠道三大
方面均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线上
渠道方便、快捷，但线下的体验及信
赖度优势同样无法取代。偏好在线
上购物的消费者认为，“商品极大丰
富”“价格实惠”“送货上门”“可以节
省时间”是他们喜欢线上购物的关
键。而偏好去实体店购物的消费者
则认为，线下可以亲自挑选、质量更
有保证。为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购
物需求，零售商开始走向线上线下融
合的全渠道零售，使得消费者能够随
时、随地、随心、方便快捷地购买到自
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驱动了零售商
超行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而技术的
发展、零售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开放则
为行业升级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近年来，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AR/VR、区块链等新兴技
术高速发展，逐步运用到零售商超行
业的各个环节，整个行业将实现智能
化升级，效率与体验将得到大幅提升。

综合来看，当前零售商超行业线
上线下融合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基于供应链效率提升的融
合。例如京东—沃尔玛模式、京东—
曲美模式等，通过技术手段对零售全
链路进行打通和优化，依托大数据和
信息系统把客户综合感知、智能指挥
协同、客户精准服务、重点聚焦保障
等要素集成于一体，最终使得服务变
得更加精准，供应链变得更加透明、
柔性和敏捷，效率大幅提升。

第二，基于消费体验重构的融
合，核心在于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以及
众多零售科技的运用实现消费者到
店体验的优化。典型的模式有两种，
一种是对现有门店进行数字化的创
新升级，例如，以小程序+会员卡为核
心，在线下用进店、逛店中的扫码以
及结账过程中的触点获得大量会员
沉淀，并结合社交玩法全方位链接会
员并提升会员黏性。沃尔玛在通过
小程序解决顾客痛点，成功试水智能
门店的过程中成为首家突破千万级
用户的零售商超小程序。另一种模
式是运用各类零售科技及多种业态
有机结合，形成的商超新物种，如京
东 旗 下 生 鲜 食 品 超 市 样 板 案 例
7FRESH，通过消费体验重构方面的
诸多创新与优化实现了传统超市6倍
的坪效。

第三，基于即时消费的场景融
合，主要体现在平台为线下门店赋
能，帮助线下门店实现线上化、电商
化的升级，并通过即时配送满足消费
者对高频生活消费品采购便捷性、即
时性的需求。典型模式就是京东到
家和沃尔玛的合作，通过门店线上化
升级+云仓，有效扩大覆盖范围，触达
更多的消费者。沃尔玛深圳蛇口店
是一家已经连续5年名列沃尔玛全国
销售冠军的大卖场，2016年 9月上线
京东到家平台后，在京东到家平台10
万 家 店 铺 中 销 售 额 同 样 取 得 了 第
一。这表明，商家的品牌影响力、可
供选择的商品种类、商品有货率、平
台搜索的操作流畅程度、配送环节是
影响顾客体验和下单决定最重要的
五个要素。

在物质和渠道极大丰富的今天，
零售的核心竞争力是聚焦主力消费
群体，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他们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面对消费者更丰富多
元的个性需求，更理性追逐品质的高
质量消费需求以及更关注体验、服务
以及更高效率的需求，零售商超在将
产品扩充到极大丰富的同时，更需要
精准的触达以及更有趣和贴心的体
验。线上线下全渠道融合，不仅是零
售商超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将成
为整个零售行业的未来走向。

（执笔：孙世芳 刘 晖 张宇晶）

10月31日，在“消费趋势与商超模式发展”圆桌论坛

上，来自零售商超行业的企业负责人及业内专家分享了

全渠道融合的经验并对未来消费趋势进行了展望——

（张宇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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