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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论坛
一、“新零售”的概念
2016 年 10 月 13 日，阿里巴巴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出席杭州云栖大会发布演
讲时说：“互联网时代，传统零售行业受到
了电商互联网的冲击。 未来，线下与线上
零售将深度结合，再加现代物流，服务商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技术，构成未
来新零售的概念。纯电商的时代很快将结
束，纯零售的形式也将被打破，新零售将
引领未来全新的商业模式。 ”“新零售”这
一概念由此产生。
业内人士对“新零售”做了这样的分
析概括：“所谓‘新零售’就是线上线下加
上现代物流，主要有线上线下融合、零售
+ 体验式消费、零售 + 产业生态链三大实
施路径，单纯的电商或实体店都将面临淘
汰的命运，而将两者结合再完善物流才是
未来时势所趋。 ”

二、“新零售”产生的必然
1.中国消费的变迁与升级
2016 年的“双十一”天猫最终交易额
达 1207 亿元；京东交易额同比增长 59%；
苏宁易购全渠道增长达 193%， 线上增长
达 210%； 国美在线交易额增长 268%，移
动端交易额占比达 72%。
这些数据均见证着传统零售和电商
企业逐步融合与共赢，这也反映了中国消
费的变迁与升级， 中国开始进入了线上、
线下、物流、技术和数据完美结合的新零
售时代。
2.中国品牌正在崛起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不断深
入人们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本土品牌在
“寒冬”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抢占了
全渠道的首波红利。
2016 年的“双十一”很多品牌里国产
品牌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优势，其品牌销量
增速高于国际品牌， 凭借互联网技术创
新、 善用多元化的营销手段和服务优势，
中国品牌正在崛起。

三、“
新零售”典型品牌
2016 年， 杭州就试试衣间线下体验
店，整合了天猫 100 个热销潮牌，通过线
下的体验感弥补现代网络购物带来的试
装空虚感。
2016 年初，40 个淘品牌入驻银泰百
货，包括茵曼、七格格、鹿与飞鸟、日着、迷
阵等品牌，全面实现货品、价格、仓储、物
流、结算线上线下融合。
2016 年“双十一” 优衣库玩转新零
售， 官网和全国门店同步优惠 5 折起，推
出网上下单，24 小时内全国 400 多家门
店速提服务， 不到 10 个小时天猫旗舰店
就售罄，线下门店排起长队。
2016 年 11 月 6 日， 天猫全球首家全
渠道智慧型门店在杭州湖滨银泰 in77 的
卡西欧试点落地。 只有 6 平方米的门店，
大屏幕上以瀑布流形式滚动的商品对应
着线上无限的种类。
纯线上的淘品牌茵曼、鹿与飞鸟等加
快了线下开店的脚步，2016 年国庆前卖
坚果的“三只松鼠”也开了一家线下店。

四、“
新零售”典型案例
1. 阿里新零售首个线下集合店——
—
素型生活
素型生活成都金牛凯德广场店作为
阿里新零售业务的全国首个线下集合店，
于 2016 年 9 月 10 日正式开业，门店面积
超过 1700 平方米。 素型生活主打女装服
饰，为体现“跨界 O+O 复合店”的概念，

■2017 年 1 月 10 日

解读“新零售”

产品汇集了茶、咖啡、家居、美妆、香氛、
书、VR 智能产品等多品类， 融入慢生活
元素，线上线下同款同价，由于涉及的品
牌数量众多，其线上线下旗舰店都将以主
力店形式呈现。在实体店的消费者如没有
找到所需商品，可直接在店里进行网上下
单，形成了 24 小时不打烊的概念。 素型生
活设有终生增值服务， 如 VIP 会员能终
生免费享受店里提供的咖啡、 茶饮和书
籍。以“5+1”的模式展开网点布局，即 5 家
直营门店搭配 1 家奥特莱斯店。 目前素型
生活在全国有 23 家门店，分布在四川、北
京、浙江、沈阳、安徽，各店体验区以咖啡、
茶、轻餐为基本模板。 这些门店未来均将
全新升级， 新门店规模将扩大到
5000-30000 平方米。
2. 与阿里合作的新零售概念店——
—
就试试衣间
2016 年 11 月， 就试试衣间杭州首家
体验店正式开业，这是与阿里合作的新零
售概念店，主要目标消费群体为 85-95 后
女生，整个门店面积近 2000 平方米，产品
均来自天猫 top100 原创设计品牌， 囊括
服饰、鞋、包、化妆品等，通过买手在其中
挑选最有代表性的潮流款式，如妖精的口
袋、迷阵、密扇、糖力等在其中，服装均单
价在 300 元左右，线上线下同款同价。
阿里为体验店提供系统开发服务，解
决店铺供应链的问题；就试试衣间除了为
天猫品牌展示其品牌形象，还能为其品牌
提供粉丝活动的场所，给电商提供新的引
流渠道。
就试试衣间在入口处设置了闸机，顾
客需通过扫码下载 app 方可进入，留下绝
对精准的客流。整个服饰专区根据风格款
式分森女区、名媛区、OL 区、潮女区和欧
洲小镇区 5 个主题区，每个服装区都配备
至少 12 个试衣间。 服装每周二进行更新，
无库存。 门店还设有涵盖插花艺术课程、
手工香皂、手绘纹身等小型集市；还有一
个 DIY 空间，顾客可以花 29 元，任意制
作，做完免费带走。
就试试衣间每周举行“荐人”沙龙活
动， 给顾客准备了一个个风格化自拍区，
配有镁光灯、背景幕布、大屏幕、手机支
架、拍摄道具、化妆品等等自拍利器，鼓励
顾客尽情自拍，顾客将“自拍照 + 搭配建
议”上传到店内的中屏上后，就可参加每
月的“女生我最荐”选拔赛，每月会有 7 位
会员被评选为王牌荐人，也就是本月“就
试”的代言人。 这些“荐人”是“就试”每周
沙龙的重要成员， 沙龙会有学习穿搭、化
妆、 插画的内容； 卖场内每月都会举办
party,如 DJ 打碟、鸡尾酒等活动，即互联

网社区和社群的玩法。
3.借鉴迪斯尼将品牌 IP 化——
—三只
松鼠
三只松鼠首家线下实体店在 2016 年
国庆期间开张，名为“三只松鼠投食店”，
位于芜湖金鹰新城市广场，借鉴了及其擅
长运营 IP 的迪斯尼和 Line 两个品牌，线
下首发 80 余款周边产品， 如小松鼠造型
的零食罐、陶瓷杯、纸笔、记事本、抱枕、玩
偶和挂件等。 其收银台叫做“打赏处”、分
装袋称为“投食袋”、 标签价格叫“投食
价”； 坚果零售门店所有员工腰部挂着的
投食袋里面装满了玩具和试吃包；每周六
都有音乐会、cosplay 舞蹈会等面向线下消
费者的活动， 充分发挥了三只松鼠的 IP
优势。采用线上线下同款同价原则。“双十
一”当天，三只松鼠投食店进入店人数超
过 8000 人，当天销售额达 18 万元。
三只松鼠用三分之一的店面做“水 +
轻食”餐饮区。 餐饮区旁放置了像咖啡机
一样的散装设备，10 根 3 米长的管道装
满坚果，消费者只要打开阀门就能用纸杯
接住。 做“水 + 轻食”餐饮区，就是希望实
体店更接地气，通过讲述故事，将原本简
单粗暴的购物体验变得更加精致。三只松
鼠采用“一城一店”模式开拓店面，虽然一
家 零售 店覆 盖 的范 围大 约 是 3.5 公 里 ，
“一城一店”不能做到覆盖城市，但其商圈
覆盖的是以虚拟商圈 （指线上大批用户，
如果想要近距离了解一下品牌或者逛街
逛到，就会进入实体店）和物理商圈（是指
一座城市或一个购物中心，通过对实体店
进行 IP 运营， 使整个城市消费者知道这
个“爆款”）的结合点，带来流量聚焦，通过
聚合这两股流量，三只松鼠可把开店的成
本摊销，同时达到较高的销售量。 比如一
家 300 平方米的店，年销售额预计会突破
1000 万，高于星巴克单店平均 700 万的销
售额。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能带动
线上销售， 在客户关系上起到极大的拉
新、维持黏性的作用。 三只松鼠在全国有
很多 DC 仓、城市仓、区域配送中心，初期
物流运输成本比较大，但店面铺开后可有
效降低成本。
互联网品牌向线下渠道拓展可以在
产品架构上优于传统品牌，依赖于低成本
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同时，一城一店、
社区推广、送货到家也可以给消费者带来
优于纯线上模式的购物体验。
4.纯线上淘品牌线下开店——
—茵曼
茵曼是在淘宝网上成长起来的网络
女装品牌， 于 2008 年创立， 主打棉麻女
装。 2015 年，依靠粉丝，茵曼启动千城万
店计划， 实施线上线下全渠道融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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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5 年内要在 1000 个城市开到 10000 家
门店，其中，一线城市采用直营的方式，主
要与大型百货商场合作。 目前为止，茵曼
线下店已经遍布全国 23 个省份 144 座城
市。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9 日“双十一”预
热期，“茵曼 + 千城万店” 线下店铺销售
额累计突破 1000 万元。 这些在全国布局
万家的茵曼粉丝小店，撬动了 100 亿元规
模的线下市场。
茵曼线下门店产品不仅有女装，还有
童装、家居、配饰等。其中服装吊牌上只有
二维码， 扫码才能获得价格及其他信息。
如果消费者在线下门店试穿后需要购买
该店缺货产品，店主可直接登录网店下单
系统，通过快递迅速补货，品牌方在 48 小
时内直接发货。
茵曼非常注重社群运营，比如其
“
千城
万店”的店主，就是从粉丝中甄选的。 2016
年“双十一”茵曼以“美人”为主题，为粉丝
定制变身美人的服务，邀请全国粉丝一起
定制美人大片，为不同风格的美人定制搭
配课程，
“
双十一” 当日邀请粉丝一起参与
美人的狂欢派对，进行娱乐和互动。

五、“新零售”趋势总结
从以上案例中发现的特性与共性中，
总结出未来新零售发展模式有以下趋势：
1.线上品牌逐渐向线下发展
如今淘品牌已实现货品、价格、仓储、
物流、结算线上线下完全融合。 淘品牌“下
凡”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线下体验店将是
作为线上购物平台消费体验的有力补充。
以淘品牌“下凡”较为成功的茵曼为
例，其“茵曼 +”线下体验店是致力于为其
粉丝们打造的一个全新消费场景，作为线
上购物平台消费体验的有力补充。
2.智能化、大数据融入是必然
在新零售时代，随着智能化购物设备
的普及，店铺将融入更多科技元素，实现
门店数字化与智能化改造终端，延展店铺
空间，构建更加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
如就试试衣间通过扫码进店， 后台
可以立即启动对顾客的分析， 进而对顾
客手机推送有针对性的门店商品、 促销、
会员信息， 可使顾客快速获取有效、 有
价值的信息， 大大降低顾客购物的复杂
程度、 降低购物成本， 最终建立稳固的
顾客关系。
3.体验为主，将线下人流导入线上
新零售更看重客户的体验感，着重于
提升用户的黏性与美誉度，将线下人流导
入线上。 如三只松鼠的线下定位就是“不
强调交易额，更看重体验与互动性”。
三只松鼠的创始人就曾表示：“希望
品牌的交易 70%来自线上，30%来自线下，
这样就可以平衡成本关系。 ”
4.遵循线上线下同款同价原则
素型生活馆、就试试衣间、银泰淘宝
集合点、茵曼服饰、三只松鼠均与线上产
品同款同价。从中凸显未来新零售发展将
会遵循线上线下产品同款同价原则，符合
新时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价值观。
5.更加开放、分享、联合、整合
新零售要彻底打破以往的零售模式，
不论是对于消费者，还是品牌商、设备商必
然是要建立更加开放、分享、联合、整合的
新的零售模式，进而必须要建立基于整个
行业的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零售模式。
总的来说，新零售未来一定会推动产
生不同于现在业态的零售产品，它不是百
货、购物中心或连锁的便利店、大卖场、超
市，而是新一代的零售产品，是通过变革
的零售产品。
（集团企业管控服务中心 王薇 /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