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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开启品牌升级新阶段 诠释新零售深化布局
作为华北地区的龙头商超，物

多点 APP 的成功普及，物美以大卖

美近期又有了新的动作。据悉，物美
将在 10 月有 2 家升级店铺面市，分

场为核心的商圈辐射周边地区，可
将生鲜等商品在 1 小时内送达消费

别为联想桥店和金宝街店。 与以往

者手中，实现了线上线下的融合，完

的物美超市不同的是， 此次的新店

成了物美对新零售的阐释和升级。

提升了鲜食的占比，且以自营为主，
有各类高中低价位海鲜、牛肉、寿司
等的现场加工及堂食部分； 将大大

物美方面表示，这标志着物美
在原有的经营布局基础之上，寻求
品牌在生鲜、现制加工等领域的突

增加进口商品占比， 满足年轻人及

破和强化。 行业也普遍认为，物美

喜爱代购人群的需求； 银线外招商
区定位社区服务中心， 满足顾客吃

此次开业的升级店铺，将品牌上升
到新的高端，加强对新风口的快速

喝玩乐衣食住行的各类需求。 通过

布局。

品牌再升级
一直以来，物美追求“小而美”

顿龙虾、爱尔兰的黄金蟹、挪威海的

的超市框架结构，按照这一思路，物
美也在淡化大卖场的概念，从产品、

三文鱼等， 部分产品是首次引入国
内市场。 这些举措旨在加强三公里

服务等多维度打造完美客户体验。
近期， 两家升级店铺将物美的格局

商圈内，引导顾客的回流，甚至动摇
了周边传统菜场的地位和优势。

进一步提升和扩大， 在保留物美原
有优势的前提下， 寻求在鲜食等领

目前，各类新兴的冷链连锁纷
纷在北京布局，但物美已经在华北

域的拓展。同时，将进一步强化进口
品牌商品的比例， 以高质量和优质

地区深耕多年，在北京拥有最多的
门店。 如果单纯在布局速度方面，

商品谋求形成差异化的竞争格局。
在联想桥店和金宝街店中，其
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 大幅度提升

物美将具有绝对的优势，前期的准
备工作和建设速度的优势，在业界
非同凡响。 根据物美介绍，在 2018

了鲜食类商品的比例， 销售占比几
乎占到 60%，显得尤为突出。生鲜四

年之前，物美将有更多的新店逐步
营业，原有的店面也将完成升级和

大工坊：牛扒工坊、海鲜工坊、三文
鱼刺身工坊、 面包工坊都是新的挑

改造。
而自去年以来，物美开了 20 多

战和尝试。

家门店，已经做到了 70%的新店在第

自 2016 年开始，线下生鲜领域
逐步进入风口， 商超连锁也在今年
开始纷纷试水该领域， 有业内人士
指出， 物美此次升级店铺所打造和
强调的模式， 就是以生鲜和堂食为
突破口， 加快品牌整体的高端化进
程和品牌形象的升级。
联想桥和金宝街店， 国外进口
生鲜成为最大的亮点， 其中包括产

一年实现盈利。 这一经营实力背后，
是其强大商品体系、 营销团队及供
应链的支撑力量，是正确选择
“小而
美”模式的变革结果，此次新店的开
设将继续强化小而美的宗旨， 在节
省中间环节和成本的前提下， 将给
消费者呈现近乎全面的商品种类。
有行业人士猜测， 此次 2 家升
级店铺不仅仅是物美对自身品牌升

自苏格兰北部的安格斯牛肉、 波士

级的一个开端和样板， 未来物美必

将这一理念推广至更多的店面和区

萃等品牌的食品、 非食品自有品牌

域。如今，物美的海报商品从最高时
的 1000 支降到了 300 多支，而这些

商品， 此外主打特价促销的自有品
牌
“给你省”几乎能做到各分类商品

商品能够占到日销售总额的三成左
右。 当供应商通过招标进入物美系
统后， 物美还会在每个季度对其进
行销售回顾， 对每个季度销售不好
的供应商或其提供的商品以优胜劣

中的最低价， 源头直采的自有品牌
“缤纷田园”都真正为顾客提供了物
美价廉的商品。
物美集团新闻发言人许丽娜表
示：
“
物美通过过去 3 年时间， 探索

汰的方式进行替换， 此举也是为让
供应商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发出更好

出一条改革创新之路，通过大数据、
移动互联思路盘活资源， 把事业推

的商品， 这一办法也更有效地帮助
采购挑选出畅销商品， 挑选出更多
的爆品。
物美对自有品牌商品的挑选也

向新高峰，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全渠道会员、全渠道物流、全渠道采
购。坚持‘模式更佳、流程更优、效率
更高、成本更低、体验更好、速度更

是相当严格的，
“
高品质、低价格”是
物美自有品牌引进的法则， 从选品
和品评测试按照高标准层层把关，
验厂通过率仅为 40%左右。 目前物
美形成了以良食记、唯本生活、美食

快’，才有可能赢得胜利。 将这些先
进的思想、技术、方法与我们的产业
紧密结合，真正回归商业本质，解决
用户痛点，提供更好的商品，更低的
价格，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体验。 ”

线上线下融合
在北京市场深耕二十余年，物

专属通道，帮助使用多点 APP 线上
支付的顾客快速过银台。“自由购”，
是在原有普通收银台、 秒付专属银

域的 51 款 APP 中， 排名第一的多
点月活 408.64 万，是网上超市联合
线下物美和美廉美超市的成功案

造、可利用。
依托多点 APP 的配送服务，物
美将依托大卖场实现核心商圈，对

零售的形式也将被打破， 新零售将

台的基础上， 针对购买小量商品品

例。在线上线下的融合中，物美的线

周围的销售群体具有较强的消费黏

引领未来全新的商业模式。 经过近
2 年时间的磨合，“多点 + 物美”在

类并用线上支付方式的消费者推出
的又一付款方式补充，“多点 + 物

上销售渠道多点 APP 实现了惊人
的数据， 物美依托多点在国内率先

性， 这也将直接挑战和影响周边的
外卖服务和餐饮行业， 物美对比周

北京及华东银川市场取得了成功。
自 2015 年 4 月，物美与多点达成战

美” 在线下门店的立体支付体系已
建立完成，超市购买、收银效率将进

实现了传统商超在店内通过 APP
自主结账。 物美还通过多点的会员

边的传统餐饮市场， 具有品类更为
多样、产品更为安全、具备家庭消费

略合作以来，在商品、采销、物流、会
员等方面深度融合， 目前已经实现

一步提升。
一直以来， 物美专注线上线下

优惠制度， 大大增加了顾客的消费
黏性。

的优势。
“不错，不错，物美做得不错！”

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 而会员一体
化带来了强支付， 目前会员已突破

会员一体化，多点 APP 已经成为物
美的会员卡。众所周知，物美在北京

依托于物美超市在北京、 杭州
两地的深度结合，“多点 + 物美”借

相关领导对物美运用互联网思维
及不断的技术革新、在新零售方面

1800 万，2 小时送达的妥投率平均
98%。 除了线上下单，线下 2 小时送

商超领域占有率很高，并且有 20 多
年的积累，会员数量不容小觑，实现

助于后者成熟的社区零售网络，占
得了先机。众所周知，物美的优势在

的积极探索，保物价、惠民生、供给
侧方面的贡献曾表示肯定。新零售

达，目前流行的手机自助结账
“自由
购”是“物美 + 多点”的完美结合，

会员从线下向线上的迁移， 日后会
对用户的消费习惯、 消费能力有更

线下，商品供应链管理是其强项。而
带有互联网基因的多点则具有线上

背景下，只有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
和新科技手段寻求突破， 以大数

它不仅是多点与物美联手针对支付

精准的掌控， 这将对商品采购、运

优势，双方通过商品一体化、物流一

据、全渠道、一体化等为手段才能

环节改进的第一次尝试， 还是双方
在打造门店立体支付体系上最重要
的
“一块拼图”。
此前， 双方曾先后推行电子会
员，推出“秒付”功能，并设立“
秒付”

营、营销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有
效节约运营成本， 甚至及时做出战
略调整。
从易观千帆监测数据显示，截
止到 2017 年 8 月，在零售 O2O 领

体化、仓储一体化、技术一体化、会
员一体化、 营销一体化这六大一体
化的改造，将卖场“隐藏”起来的数
据互联网化，成功将商品数据、会员
数据等变得可读取、 可研究、 可改

不断转变传统零售模式， 满足消
费者日益丰富的需求， 全面改善
提升品牌和零售商全价值链的效
率，使企业保持平稳运行甚至高速
增长。

对于新零售的含义，物美认为，
国内零售发展处于全面变革创新时
期， 互联网时代对顾客消费习惯和

中国并购年会上， 中国并购公会授
予物美“并购交易奖”。 这是中国并
购至高奖项， 也是率先一家流通企

机结合在一起， 满足顾客不同渠道
消费需求， 主要得益于物美全渠道
供应链模式变革。 链商优供是专为

体验更好、速度更快”管理思路的
实践之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流程优化及作

行为产生很大的推动， 这就面临着
零售如何适应顾客的变化问题。 由

业获奖。 2016 年 10 月，物美集团成
功参与重庆百货混合所有制改革，

于互联网、 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网
广泛应用， 零售行业处于一个改革
创新的时代， 只有结合自身实际进
行创新变革，不从形式上照猫画虎，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新零售就是满
足顾客新的变化， 利用好互联网工
具，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以大数据
计算功能， 让体系能够实现互联网
化， 把互联网技术融入到门店经营

成为重庆百货第 2 大股东。 物美实
力不容小觑。
目前零售行业大趋势是多数
大型商超选择与成熟的电商平台
合作。 线上线下打通联合势不可
挡，而新零售浪潮中的群鹿角逐才
刚刚开始。 相比之下，物美的动作
则更为独特， 早在 2015 年物美就
开始了在新零售领域的探索，联手

中小超市提供的线上采购平台，具
有商品搜索、浏览、购买、支付等在
线功能，为中小超市提供更加简单、
便捷的进货服务， 通过物美全渠道
供应链体系，从 2016 年初成立后快
速覆盖京津冀几万家中小超市。
而这离不开物美的线上线下
全渠道供应链体系，每天平均 1000
余辆购物车穿梭于京津冀的大街
小巷，满足店铺、多点、链商批发的
各项业务。 在超市店内，前场商品

业模式调整， 目前物美的供应链体
系已经能够顺畅支持来自于线上线
下及批发等多渠道的订单需求；在
物美看来， 零售已经没有线上线下
之分，只有顾客体验是否更好，流程
是否更优，效率是否更高，成本是否
更低，速度是否更快之分，物美正在
创造中国模式的新零售。
在新零售时代， 线上线下的融
合、 提升购物体验成为未来新零售
发展方向， 而新零售的研究核心就

中去， 以达到更高的效率和更低成
本及更好的体验。 ”
数据显示， 物美目前在北京传

多点改造线下门店购物体验。 成立
于 2015 年 4 月 1 日的多点， 成为
了一家线上线下一体化全渠道新

精准的定位管理 + 精准订货，使得
大部分商品在后仓没有库存，而物
流端的一日一配送，使得店铺管理

是消费者。“自由购”免去了排队收
银的环节，也是注重 80 后、90 后需
求，加强卖场体验感和购物愉悦感，

统商超市场已有 40%占有率， 拥有
超市、便利店、百货店、家居商场等
各种业态，店铺上千家。物美把国际

零售平台，通过赋能传统零售企业
的“多点 +”模式，实现了对传统商
超的新零售改造。

更加简单。 仓库内商品同卖场一样
实行电子价签管理，供应链商品直
达商品存放点，定位管理、提升效

“多点 + 物美” 正成为北京市场线
上线下新零售业态的典型样本。
物美一直坚持认为， 只有真正

理念同本土优势结合，锐意进取、变
革创新， 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商业模
式和经营理念， 使物美成为国内效
率最高、 盈利能力最强的零售企业
之一。 2014 年，物美集团全资收购
英国翠丰集团中国百安居股份，并
在一年内扭亏为盈。 因此，2016 年

如今物美不仅通过店铺商品吸
引顾客，而且把渠道打开，走出去与
批发、企事业单位进行联合，用多渠
道吸引来客。 而这一切能够最终实
现， 物美通过与多点（B2C+O2O）
和链商优供（B2B）的深度协作，将
线上与线下通过采购与物流渠道有

率，且充分释放库房空间。 物流通
过笼车配送，直接将笼车推入卖场
补货， 不必重复来回倒货的作业。
周转前置仓使店铺内补货效率及
O2O 订单拣货效率大幅提升。供应
链流通效率不断提升，是物美追求
“流程更优、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理解了大数据、全渠道、移动互联，
真正将这些先进的思想、技术、方法
与产业紧密结合， 真正回归商业本
质，解决用户痛点，有更好的商品，
更低的价格，更好的服务，才能保证
线上线下的高效融合， 达到新零售
所包含的意义。

美超市是传统商超的典型代表。 而
纯电商的时代很快将成为过去，纯

深化新零售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