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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泥坊母公司线上
“
遇坎” 发力线下待考
本报记者 孙吉正 顾莹 北京报道

8.58 亿元。
随着电商的全面发展，身为淘

D1
根据 《2017 中国便利店发展报

告》的数据显示，2016 年便利店行业
增速达 13%，市场规模超过 1300 亿

家汇从线上到线下的发力需要面
临诸多问题，“在线下的竞争中，各

相比三只松鼠的坎坷上市

品牌的御家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大品牌更注重产品矩阵的布局和

元，开店数量及同店销售双双增长。
在这背后暴露的人才短缺也受到了

路，同是淘品牌的御泥坊母公司
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御家汇”） 还算幸运。 11 月 15

2015 年和 2016 年的营业收入分别
增长 77.89%和 52.32%。 不过，在高

推广， 而御家汇的产品线较为单
一，未来在线下的发展将遭遇较大

业内的关注。 近日，据《财经》报道，
北京连锁便利店全时曾在全家等多

速增长的背后，是线上红利的逐步
散去， 而御家汇意识到这一问题，

的劣势和局限性。 ”
对于线下的布局和上市后面

位竞争对手处用双倍以上的薪金挖
中层以上的管理层。 不过，大幅扩张

并在招股书中提出“进一步加大对

临的挑战等相关问题，《中国经营

家汇拟于深交所创业板公开发
行 不 超 过 4000 万 股 ， 占 发 行 后

于线下渠道的开发力度，增强全渠
道的控制能力。 ”

报》记者联系了御家汇并发去采访
函，截至发稿未收到御家汇方面的

的全时在 2016 年财务报表显示亏
损较严重， 已经在资本市场寻求入

总 股 本 的 25% ， 计 划 募 集 资 金

日化行业专家白云虎认为，御

日，御家汇的 IPO 申请获发审委
审核通过。 根据招股书显示，御

股或收购一年多，报价十多亿元，目
前仍无人接手。

相关回应。
御家汇将发力线下布局，但产品线较为单一或将影响其发展。

本报记者李向磊 / 摄影

事实上， 便利店行业高管离职
事件频发。 缤果盒子执行副总裁谢
群离职之前，邻家、7-Eleven、罗森、

淘品牌“落地”
书显示， 本次 IPO 计划募集资金
8.58 亿元，其中 4.65 亿元将用于品

爱便利、 中国全家等便利店也出现
高管离职事件。 这已经成为了便利

收入增长率、 毛利率以及税前利

牌建设与推广项目，主要以电商平

润逐年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
时， 政府对该公司的补贴从 2015

台广告投放、影视剧和综艺节目广
告投放等。

店领域的一种行业现象。
据业内人士透露，企业内部高

61.21%、64.26%。“对于高度繁荣

年 的 330 万 元 增 加 到 2016 年 的

“从 目 前 的 市 场 环 境 来 看 ，

的电商平台来说， 竞争早已经进
入红海。 对于淘品牌来说，在与国
际品牌竞争中， 整体格局处于较
为劣势的地位， 这主要体现在线

2037 万元， 而同期御家汇的净利
润仅增长了 1931 万元。 这也从侧
面印证了御泥坊在线上的发展并
不轻松。

在日化市场已经不存在所谓的
渠道优势，线上平 台 的 红 利 期 早
已成为过去，淘品 牌 面 临 的 是 客
户增长乏力，营销 成 本 逐 年 上 升

而伴随御泥坊线上营收增长
的是高速增长的营销费用。 2014 年
至 2016 年， 御家汇的各类推广服

的局面。 ”曹磊告诉记者，即使御

成交额排行的逆转，就已经体现了
这一趋势和现象。

下的缺失。 既然已经需要同台竞
争，那么进军线下则势在必行，只
要在渠道和格局方面对等， 才能

家汇并不擅长于线下营销和经
营，但也必须发展线下，因为只

的意见反差。 互联网思维更贴近于
新零售， 侧重于以实体门店为载体
进行线上平台的搭建， 追求高额的

国际品牌对线上的攻势，对
于御泥坊等高度依赖线上渠道的

不处于劣势状态。 ”中国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说。

务费分别为 0.84 亿元、1.18 亿元、
1.98 亿元，此外，根据御家汇招股

有将渠道拓宽，才 能 有 的 新 客 户
的发掘。

线上流量，进而进行数据的积累；而
传统零售路线侧重于商品的开发，

自 2012 年开始， 日化淘品牌
逐步进入了消费者的视野当中。 其

成交额排行榜中，前五名全部由外
资品牌包揽；京东公布美妆 / 个护

淘品牌来说， 其冲击自然毋庸置
疑。 2014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御

从业绩来看， 御家汇的营收
收入和净利润是较为 乐 观 的 ， 但

中，御家汇凭借自身过硬的产品和

品牌成交额排行榜中，前十名仅有

家汇在天猫、 唯品会两大电商平

营销很快脱颖而出，在大部分淘品
牌逐步销声匿迹时，御家汇不断发

三名为国内品牌，且仅有御泥坊为
淘品牌出身。
在白云虎看来，今年的“双 11”

台的营收总和占当年主营收入的
比 重 分 别 为 63.6% 、57.35% 、

根据招股书显示， 御家汇自
2014 年以来一直维持着业绩上扬
的态势。 2014 年至 2016 年，御家汇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32 亿元、7.69

已经传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即
国际品牌已经适应了国内线上的
营销模式，这些具有深厚市场影响

亿元和 11.71 亿元； 同期净利润分

有摧枯拉朽式的改变，此次“双 11”

别为 3735.83 万元、5298.96 万元和
7259.48 万元。
但记者注意到，今年的“双 11”
期间，在天猫公布的面部护肤品牌

展壮大并向资本市场靠拢。

力的品牌发力，其对于整个线上具

层之间的经营理念的不同，或为便
利店行业高管频繁跳槽的原因。
据悉， 某创业型便利店企业正
面临着这样的内部分歧。 该企业的
互联网思维与传统零售路线并没有
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却产生了很大

提升单店的销售额，控制成本，然后

聚焦和多元化的选择

密集型开店，进而形成规模化效应。

根据欧睿市场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面膜市场容量为 180.72 亿
元 , 占 护 肤 品 整 体 市 场 10.68% 。
2011 年至 2016 年面膜市场的年均

牌整体的局限性， 这一局限性在
线上是无关紧要的， 但在线下却
是非常大的短板。“在线上平台，
消费者的浏览习惯通常是通过品

度上来看，多元化实际上是御家汇
走向线下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只是， 除了御泥坊面膜之外，
御家汇的其他产品销售收入并不

和沉淀还是未知数。 ”白云虎说，其
他品牌由于创立的时间较晚，所以
在知名度和推广方面较为逊色。
根据招股书显示， 御家汇自

很难制造奇迹。 ”
但白云虎认为，目前御泥坊已
经具有消费者基础，在线下继续拓
宽渠道有利于增加品牌消费黏性，

复合增长率达到 15.5%, 增速高于
护肤品的整体增速。 预计 2021 年
我国面膜市场容量将达到 280.07
亿元。
对于以面膜为主要产品之一
的御家汇而言，却在招股书上表明
了要将从单一面膜品类逐步向水

类的搜索挑选商品， 一个品牌的
产品矩阵往往不需要也难以表现
出来。 但在线下，品牌往往是以专
柜和专卖店的形式为主， 那么此
时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带有较大的
关联性，如果产品较为单一，并不
利于线下终端的销售。 ”

抢眼。从 2014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
御家汇的贴式面膜和非贴式面膜
的营业收入占比一直维持在 80%以
上，并出现了逐步增加的趋势。 虽
然御家汇也在尽可能地推广御泥
坊之外的品牌，其中包括小迷糊、花
瑶花等品牌产品，但除了小迷糊的

2015 年开始布局线下，但其线下营
收占比始终未超过 5%，其中，2016
年线下自营渠道还出现了业绩下
滑。 对于御家汇的线下布局，业内
也有不同的声音和见解。 曹磊指
出，虽然目前线上线下渠道已经逐
步融合和统一，但淘品牌的局限性

线下产品的矩阵对于御家汇旗下
的其他产品具有非常好的带动作
用，“未来将营业额上升到数十亿
应该不是难事。 ”
上述专家认为，御家汇走向线
下必然伴随着产品矩阵的形成，对
于淘品牌起家的御家汇来说，难度

乳膏霜类拓展的决心。

对于线下的终端零售形式，曹

营收占比在今年上半年突破了 10%

对于其发力线下仍旧有很大的影

和挑战是客观存在的。 “既然御家

白云虎认为，御家汇取得较大
发展，关键在于对局部细分领域的

磊告诉记者，无论是专卖店还是专
柜， 讲究的是产品陈列的整体性，

的份额以外，其余自由品牌的营业
额占比始终在 2%以下。“
多品牌运

响，“贸然地大规模投入线下成功
的几率并不大，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汇已经上市在即，那么绝不可能仅
限于买面膜而已，将业务重心和优

发力和突破，这主要体现在对泥面
膜的研发和推广上。 但由于线上
淘品牌的基因， 决定了御家汇品

“通俗来讲，品牌的系列产品越多，
整体的表现力越强，给予消费者的
品牌厚重感也就越强。 ”从某种程

营说明了御家汇还是希望在面膜
领域形成自己的优势格局和地位，
但是否能有利于线下渠道的拓展

国际品牌在线下过于强势，其他品
牌如百雀羚、上海家化等在对抗国
际品牌中未有大的优势，御家汇也

势从线上向线下逐步嫁接，将是御
泥坊未来规划的重点方向之一。 ”
日化专家于斐说。

文志宏分析认为， 每个人对于
零售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便利店企
业高管频繁离职， 相应的就会有其
他的人才进行补位。 但不一样的经
营管理理念也要给员工一定的适应
期，同时也影响员工工作效率。 不同
的理念对于企业的发展方向也会造
成影响。 高层频繁变动不利于企业
良好发展， 更不利于创业型便利店
进行规模扩张。
“不管是无人便利店还是传统
便利店，都属于零售业。 零售业就应
该走商品开发、提升服务、增加销售
额、 控制成本， 然后集中开店的路
线，在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逐渐形
成品类规划。 一贯的传统互联网思
维很难顺利落地。 ”文志宏说。

任风云巨变 泰山不变
陈怀德， 大学毕业时已身家

望， 也正是这样的渴望让他对商

对于这个问题， 陈怀德充满自信

生巾通过分享平台实 现 互 助 互

6000 多万元，20 多家企业的创始

机颇为敏感。 但陈怀德并没有迷

地说：“我们的大豆小分子肽，有

爱、人人参与、及时配送，必然再

人。 他，是富佑集团董事局主席，

失在物质生活中，有过痛苦，方知

自己的研发团队， 有自己的生产

次缔造商业传奇。 在小呗呗的
“
亲

事业版图遍布全球；他，先后获得

众生痛苦，年少时的贫困经历，也

工厂，经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富迪

亲有约”平台，每一个人都可以传

广州市荣誉市民、 纽约市荣誉市

解释了为什么获得成功之后的陈

小分子肽分子量集中在 500 道尔

播爱心， 实现自我价值， 分享健

民、世界华人杰出贡献奖得主、青

怀德如此执着于公益慈善活动。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儿童救助协
会永远名誉会长、 中国经济百名

顿以下。 人服用后直接吸收。 我们

康、分享喜悦、分享惊喜、共享财

富迪生产的小分子肽， 在国内率

富。 全民上门时代已经来临，2018

“疯子”精神：拼命与奇迹

先获得美国 FDA、欧盟 CE、瑞士

共享卫生巾将携手“新时代，新模

杰出人物、 影响中国进程 100 位

听过陈怀德凭借一款负离子

SGS 的认证及具有中国质检部门

式，新经济”文化，打造共享经济

杰出企业家、 中国直销风云榜之

的新辉煌。

卫生巾创造三年一百亿元的业绩

的权威检测报告。 我们的小分子

风云人物 、健康产业十大风云人

传奇； 听过陈怀德带领富迪小分

肽， 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具有难以

物、 连续八届中国十大慈善家等

子肽涅

比拟的市场竞争力。 ”

无数荣誉。

“
苦孩子”：成长与蜕变

重生； 听过富迪教科书

般的营销模式、培训服务；听过富

今年 7 月初， 富迪公司在广

迪慈善之路源远流长， 但很少人

州举行“初心未改，因肽精彩——
—

听过富迪的最开始是什么模样。

2017 富迪肽新产品全球首发”发

陈怀德这个“狂人”企业家，
他一定会用自己的生命去书写新
的辉煌， 实现别人认为几乎不可
能实现的宏大目标！

谈起童年时光， 在陈怀德脑

决定走上直销道路也是机缘

布会。 他对笔者说，“为了实现这

“怀德”不孤：慈善与责任

海的几乎都是贫困的生活记忆。

巧合，当时陈怀德问有谁愿意一起

一目标，我必须亲自到市场指导，

陈怀德曾写下“愿所有追求
生活的人们， 都能被身边的人善

光着脚丫挨家挨户讨要米粮，被

开创直销事业时， 响应者寥寥无

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款产品的

蔗农追打，被同学打破脑袋，每餐

几，最后只有 6 个人决定和他一起

市场长度与宽度。 富迪在三年内

意包围；在无助落泪时，都能得到

食不果腹， 营养不良……小小年

做直销。 在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对

实现销售 1000 亿元的目标一定

或多或少通向光明的指引。 愿所

纪，他尝尽了同龄人没有的酸楚，

直销一窍不通，陈怀德一个人学习

会实现的。 ”

有人，在平日奔波忙碌中，也能不

也比同龄人更加早熟。

怎么做制度、写策划、讲 OPP……

2017 年，富迪公司在陈怀德

忘初心，在别人深陷泥泞之时，尽

1985 年陈怀德以优异的成绩

他说那时候自己每天接待参访者

带领下，在更多的认可与肯定中

可能伸出援手。 命运越曲折，人心

考入深圳大学管理系， 家徒四壁

到凌晨， 睡几个小时又回到办公

向善而行， 在前进的道路上，富

越该广阔， 这样我们才能在冰冷

的陈家面对大学的学费 不 知 所

室里继续工作， 就是在这样忘我

迪满怀信心，与无数富迪创业伙

中依靠善良的温度活下去。 ”他是

措。 到如今，他依旧记得父亲当掉

的状态开始了未知的旅程。

伴一起同行。在企业战略上，雄心

怀揣着一颗向善的心， 操心着人

盎然，在全球倡导大爱文化，不忘

间的冷暖。

家里最值钱的风扇、手表，母亲带

再接下来，他的团队从十几人

着他向亲戚拼凑着借来 200 多元

到几十人再到几百人、上千人……

钱的场景。 当时，他拿着这笔钱跪

每一场会议， 他都尽可能出席演

对于陈怀德的富佑集团来

官大官小，钱多钱少，而是对社会

在地上，向父母磕了三个响头，发

讲， 一天跑几场会议算是很平常

说，今年也是丰富多彩的一年。 除

的贡献有多少。 自己成功的同时

有爱心的人。 陈怀德为公益慈善

心里， 在慈善这条路上， 没有终

出“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向家

的。 现在五十出头的他依旧健步

了小分子肽的发布， 还推进了广

能兼顾更多的社会责任， 对弱势

事业捐款捐物， 涵盖了助学、扶

点， 没有凯旋， 只有一代一代传

里拿一毛钱”的呐喊，拒绝所有人

如风，走在直销市场前端，引领风

东小呗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跨

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才是

贫、医疗、传统文化、敬老、环境保

承，永远在路上。

的陪送， 一个人背起行囊离开了

向，以“不怕事，不惹事，不躲事”

越式发展。“小呗呗”是富佑集团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应尽的责任。

护等多个领域。

家，他用背影宣示着他的决心：要

的行事风格， 坦坦荡荡地一步步

旗下的创新型互联网公司， 致力

陈怀德走进直销， 首要的目

富迪的合作伙伴常说， 陈怀

不再是为了给资产增加末后几个

用自己的双手撑起那个 贫 穷 的

走过波折迭起的直销漩涡。

于打造一站式女性健康服务的平

的就是将公司打造成为就业者服

德带领富迪砥砺前行， 不仅仅是

零，而是为了实现更多人的梦想，

家。 而后，就是陈怀德一个又一个
奇迹的诞生。

初心。

对他来说， 人生的价值不是

现在的陈怀德， 所做的一切

这些年， 在强大研发实力的

台， 斥十亿巨资打造全球共享卫

务的创业平台， 为创业者提供全

事业得到飞速发展， 更重要的是

用公益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 传

支持下， 富迪在产品方面不断推

生巾， 在共享经济的风口浪尖打

方位支持的团队形象。 不论是产

在精神层面给我们灌溉了大爱。

奇与奇迹， 在这个为天下女性研

从那以后， 陈怀德不但没有

陈出新，富迪小分子肽引爆市场，

造出另一款爆品， 势必要在这个

品、平台、培训，创业所需的一切

他还给自己的慈善事业制定了一

发卫生巾、走遍市场一线演讲、最

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而且还通过

以其分子量达到 500 道尔顿，影

行业掀起一股巨浪。

在富迪都可以轻松获得。

个终极目标， 那就是在有生之年

舒坦的睡眠在飞行的经济舱中、

自己的努力撑起了全家的未来。

响力遍布全球。

真正的共享经济核心是人人

同时， 他要用自己的行为带

捐出 100 个亿，建造 1000 所希望

坚持做慈善数十年、亲近平和、淡

或许正是因为年少时的 贫 困 生

“现在市面上肽的同类产品

参与，分享，关爱。 互联网的下半

动更多的企业家和这个行业的合

小学。 他承诺，就算他没有达成，

雅从容的人的身上不断演绎，熠

活， 让他对于财富有着无比的渴

很多，你们产品的优势在哪里？ ”

场即将上演，“亲亲有约” 共享卫

作伙伴、销售队伍，让他们都成为

也会让后代沿袭这个目标。 在他

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