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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微信公众号由《中国经营报》快消连锁版组积聚相关行
业资源倾力打造，旨在发现与挖掘在当今中国消费市场大升级
的背景下所引发的行业新趋势、新机会与新模式，目标在于打
造一个促进快消业与连锁业上下游良性联动的新型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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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新达达 沃尔玛重整旗鼓再战电商
从 1 号店到京东
特约撰稿 吴玮琪

从山姆会员网上商店的开通，到
入股一号店，再到牵手京东，对沃尔

示，沃尔玛该年年收入为 4821 亿美
元，下滑 0.7%，这是沃尔玛自 1980

为：“近年来，受到电商的冲击，很多
传统零售企业线下门店的辉煌业绩

近日，沃尔玛和新达达共

玛而言，连通中国区线上与线下业务

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销售额的下

一去不复返。基于这样的背景，沃尔

销大战虽然令人眼花缭乱，却终究

多位专业电商观察人士都表

同宣布，沃尔玛已战略投资新
达达 5000 万美元， 约合人民
币 3.36 亿元， 双方将建立全
面深度战略合作。

一直备受重视。 作为全球的零售业巨
头，沃尔玛为何如此觊觎电商？

滑。今年年初，沃尔玛对外宣布将在
全球范围内关闭 269 家店铺。

玛介入电子商务也就不难理解。 中
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 沃尔玛选

示，京东丰富的品类、自身的物流能
力和整体的实力是吸引沃尔玛的主

据 2015~2016 年 度 的 财 报 显

独立电商观察人士万德乾认

择加强在中国的电商布局则属于沃

没能创造实际的市场份额，1 号店
也没能在激烈的中国电商大战中
脱颖而出。
对此，万德乾分析：“沃尔玛在

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 以应对美

本报记者 黄荣 北京报道

尔玛全球电商战略的一部分。 ”

随后的布局也没有给其带来期待
的回报， 精心设计的广告大战、促

尔玛而言， 急需借助强有力的外部
力量重整旗鼓，再战江湖。

要因素， 沃尔玛需要这样一个盟友

新达达由京东旗下 O2O
子公司
“
京东到家”与众包物流
平台
“
达达”合并而成，京东为其
最大股东。 可以说，新达达充当

尽管沃尔玛一早就有了开拓中
国电商市场的决心， 但过程却并非

中国试水电商领域，表现出明显的
水土不服， 作为传统零售企业，沃

国市场上强劲的对手亚马逊和面对
中国电商市场难以独自打拼的严峻

顺风顺水。 从沃尔玛对 1 号店的掌
控过程也能看出， 据沃尔玛官方资

尔玛对于电商前期的巨额投入和
少量收益也显得很不适应。 此外，

形势；而京东方面，京东需要沃尔玛
基于全球的供应链， 双方的合作可

着
“
京东系”即时物流和生鲜商
超 O2O 平台的
“
先锋队”职能。
2016 年，沃尔玛在中国区

料显示，2011 年 5 月，沃尔玛入股 1
号店， 占据 17.7%的股份。 而后到

身为股东，沃尔玛企图控制 1 号店
的决策权，却不负责日常运营。 一

谓各取所需。
不过和君咨询管理公司合伙人

2015 年，沃尔玛占据 1 号店 51%股

再压缩创始人的股份，让其地位变

李国宏也提出， 沃尔玛作为一家大

动作频频，甚是忙碌。 早在今
年 3 月，沃尔玛就在其 APP 上
推出覆盖全国范围的跨境电

份，实现全部控股。
沃尔玛当初收购 1 号店的初

得尴尬，也削弱了其对于 1 号店的
责任感。 如此一来，必然加剧 1 号

型跨国企业， 京东则是中国土生土
长的公司， 虽然两个企业战略上可

衷，是为了打通实体店和 1 号店线
上销售的合作，补齐线上短板。 然

店的经营难度。 ”
最终 1 号店的转手似乎也意味

能已经达成一致， 但具体实施还需
要一定的磨合时间和空间， 未来双

而， 不仅没能实现线上线下的打
通，1 号店市场份额却是不断下跌。

着沃尔玛通过自身完成电商布局的
策略基本宣告失败， 对于此时的沃

方管理风格上能否吻合， 企业供应
链能否真正衔接也还有待观察。

商服务“全球 e 购”，明确表示
所售商品不仅有正品和价格

沃尔玛一直没有停止在电商方面的行进步伐，与京东的结合应该说是强强联手，但是如何
把线下的优势转化为整合优势未来应该是一个挑战。
本报资料室 / 图

优势的保证，还享有实体店一
样的退货服务。 年中，沃尔玛

决战最后一公里挑战重重

和中国最大的自营电商企业
京东宣布达成一系列深度战略
合作， 试图通过整合双方在电
商和零售领域的巨大优势，为
中国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
进入 10 月， 沃尔玛先是
对 京 东 持 股 从 5.9% 增 加 到
10.8%； 随即山姆会员商店独
家入驻京东、沃尔玛全球官方
旗舰店入驻京东全球购、沃尔
玛购物广场入驻京东到家平
台。 这一次，沃尔玛战略投资
新达达，似乎也意味着沃尔玛
在中国电商战略的更进一步。

随着多方面合作的促成， 沃尔
玛与京东的合作关系确实更进一

的物流体系，所以它必须寻求一种方
式来弥补自身的这个短板，而新达达

战略方面的交流，比如双方对电商的
理解，实操性的落地比较少。 与京东

据 eMarketer 提供的数据，沃尔
玛 2015 年的在线零售额约为 140

尔玛可能只是‘同床异梦’。 沃尔玛
在电商、物流领域的资本运作也并

步，但双方的合作前景还不得而知。
万德乾认为：“沃尔玛在中国的电商

恰恰是一家专注于最后一公里的配
送企业。”根据新达达官方数据显示，

到家的合作情况看，进程不太理想。
自去年 12 月京东到家正式宣

亿美元， 其在线增长率已经连续第
五个季度下降。 面对充满潜力的中

不能实际提高其自身能力。 沃尔玛
如果不从自身的商业模式、经营能

布局，应该不甘于只是财务投资，它
应该也希望有机会能做到业务控
制，而投资新达达，掌握物流的主动
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运联传媒内容总监、物流研究员

新达达已经覆盖了全国 300 多个重
要城市， 拥有 250 多万众包配送员，
服务 50 多万家线下商户， 日均配送
过百万单，峰值达 200 万单。据统计，
由达达配送后，京东到家的每单配送

布启动 O2O 业务以来截止到今年
上半年，永辉超市共有 60 多家门店
“接入”京东到家，占永辉超市当前
店比重 15%左右。 按此体量，若年内
数据不变，永辉超市 2016 年能通过

国市场， 沃尔玛迫切地加码电商布
局， 那么与京东密切合作到投资新
达达，是走出业绩泥潭的良方吗？在
6 月开始与京东合作之后， 沃尔玛
在二季度财报中特别强调了在电商

力方面着手，或许收效甚微。 ”释放
供应链能力、拥抱合作的开放心态
对于仍在探索中国电商市场的沃
尔玛而言或许有利，不过如何平衡
与京东之间的合作 + 竞争的双重

房煜认为：“对于现在的很多消费者
而言， 他们更加习惯于配送到门店，

成本下降过半。
然而回顾永辉之前与京东的合

京东到家实现的销售收入仅仅“过
亿”， 即使与永辉超市 2015 年营业

上的成绩，电商收入 11.8%，高出上
一季度 7%的增长水平。

关系，如何发挥新达达配送服务的
优势，真正实现线上消费者与沃尔

而传统的物流概念是从仓库到门店，
不是到顾客家里。虽然传统的沃尔玛

作，却并不如预期。 永辉超市一位内
部高管曾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收入比较， 所占比重也还不到
0.3%。 离早前预期的单店营收提振

资深电商观察人士杨军则对
这一次的合作提出了疑问，“京东、

玛线下门店的链接，提供便捷到家
的优质服务依旧考验着沃尔玛的

的物流也很强大，不过是基于仓到店

跟京东的合作更多只是业务上以及

8%~10%的预期值还有较远距离。

新达达都有各自的发展规划，与沃

经营智慧。

奶粉新政实施 惠氏发力推动产品线升级
文 / 李辰

施。 奶粉新政明确规定每个企业
不得超过 3 个配方系列 9 种产

全球奶粉行业领导者惠氏

品配方。 在业界看来，新规管理

正不断推动产品线升级来做奶

办法的实施可以督促婴幼儿配

粉市场增量。 10 月 28 日，惠氏营

方乳粉生产企业提高研发能力、

养品宣布旗下 S-26 金装旗舰版

生产过程控制能力，也有助于提

正式亮相，产品富含营养元素神

升行业门槛， 对标签进一步规

经鞘磷脂，并改良包装，拥有五

范。 随着小企业被剔除出局，行

大人性化罐体设计。

业整合和洗牌将加速，更多不符

10 月 1 日，被称为史上极严

合中国标准的洋奶粉将面临入

奶粉新政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

不了境的问题，而好产品将成为

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 正式实

企业持续盈利的关键。

产品线升级瞄准年轻一代消费者
奶粉新政实施后，目前各大

方案。 S-26 金装旗舰版的上市，

奶粉企业都在忙着削减品牌，但

是惠氏营养品婴幼儿发育营养

有些奶粉企业却忙着推新，就在

研究的成果体现。 ”

10 月 26 日， 三元也推出一款新

惠氏选择了人气“国民奶

品——
—超级金装爱力优婴幼儿

爸” 作为 S-26 金装旗舰版的品

配方奶粉，美素佳儿奶粉也在进

牌代言人， 黄磊在活动现场表

行焕装新升级。

示，相信惠氏在科研实力与生产

有分析认为，奶粉新政实施

工艺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端。 科

的大背景下，各大奶粉企业都在

技的力量是神奇的，婴幼儿领域

做创新和产品升级。 中间的缓冲

的深度研究一定可以带给年轻

期企业的投资计划、转型等都会

父母们更多选择。

提升科研力成为众品牌一致选择

在这段时间内进行。 惠氏也是希

如今，除了已经成为母婴消

作为极严新政，配方注册制

那么惠氏等乳企则是在加大力

力的考验，这也受到各企业的空

最重要的是加强品牌可信度的

望借此次新政整合的机会，推出

费中坚力量的 80 后妈妈外，90

明确范围是境内生产和销售的

度进行最新一代配方研发，为品

前重视。

打造。 惠氏方面表示，作为雀巢

更精良的产品配方。

后妈妈全新登场，正以逐渐升高

所有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这也

牌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2014 年， 惠氏营养品在中

集团的一员，惠氏也参与到中国

对婴幼儿来说，奶粉是除母乳

的比例加入妈妈行列。 这些 90

将入华销售的境外品牌纳入监

就在今年 7 月，美国高水平

国正式成立惠氏营养科学中心，

8 城市“健康”孕妇、0~36 月婴幼

之外重要的营养来源。每一口奶是

后妈妈有着全新的消费意识和

管。 目前在进口奶粉品牌中，惠

的医学与行为研究机构——
—国

定位在推动全球营养学研究与

儿营养调查和中国 3 城市健康

否安全、有营养，是千万家庭最关

习惯，为此，惠氏金装旗舰版从

氏、达能纽迪西亚、美赞臣等销

家卫生研究院（NIH）与惠氏营

本土临床实践的交流与沟通。

乳母乳汁成分研究中，这些都会

心的事。年轻的父母都可能有过这

产品到设计也满足考虑新一代

量位于前列。 新政后，惠氏也率

养品共同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婴

例如开发定制化 DHA 摄入评

帮助提升中国孕产妇及婴幼儿

样的经验：想给宝宝买最好的奶

智慧妈妈追求时尚、 新潮的特

先做出响应。

获得更好的营养和健康。

粉，但什么是好？ 走到琳琅满目的

质。 如全新锁盖、粉勺分离等更

奶粉货架前，却不知道如何挑选。

能符合年轻父母的需求。

幼儿脑连接组计划（BCP）”项目。

估工具 （DHA Intake Evaluation

目前来看，一旦注册制落地

惠氏表示，作为唯一一家全球婴

Tool，DIET）， 解决了长久以来

今年是惠氏进入中国 30 年，

实施， 市场现有的 2000 多个品

幼儿营养合作伙伴，会在今后与

临床难以常规评估 DHA 摄入

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中国婴

研究表明， 在生命成长初

从未来奶粉的发展看来，国

牌中，约有四分之三品牌会被清

名科学家们一起，针对 0~5 岁婴

量的难题。 用一年时间，在国家

幼儿奶粉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

期， 给予营养介入显得尤为重

内奶粉价格将趋于理性，消费者

理出局，比例超过七成。 在新政

幼儿发育，进行尖端的研究。

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生育健康杂

升， 行业竞争更趋于白热化，海

要。 对此，惠氏营养品大中华区

或将不再执着于高端奶粉。 S-26

实施后，一视同仁让国内外的大

接近母乳是婴幼儿配方奶

志》发表《中国孕产妇及婴幼儿

淘变得更加简单，电商渠道迅猛

总裁瞿峰说：“惠氏营养品坚持

金装旗舰版产品是惠氏主推的

品牌能够把握住市场，扭转目前

粉学习和研究的终极目标，这需

补充 DHA 的专家共识》， 则标

发展，品牌和安全逐步成为消费

以世界一流的生产品质和产品

高性价比产品之一，惠氏也正在

奶粉品牌混杂的局面。如果说相

要领先的营养及临床研究结果

志着中国率先以 DHA 营养为专

者的首要考量因素，未来惠氏或

安全标准，为全球婴幼儿和母亲

以长远的发展视野，布局品牌发

继出台各种政策法规以规整国

的验证和支持。随着奶粉新政颁

题的科学指导文件正式面世。

将凭借强大的品牌号召力继续

提供品质卓越、科学创新的营养

展战略赢得新一代消费群体。

内乳业同时重振消费者的信心，

布实施，加大企业科研水平和能

对于国内外乳企而言，目前

保持市场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