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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遭遇亏损 中粮我买网上市路遇阻
本报记者 吴容 广州报道

试图登陆港交所的中粮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旗下
电商平台我买网， 最近上市步伐

似乎有所停滞。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香

接进入后，发现该招股书目前并不
能被查看，原因在于，申请上市却

日， 中粮我买网向香港联交所第
一次提交了招股说明书的申请版

集资约 2 亿美元。 不过如今，中粮
我买网上市步伐却有所停滞。 根

工纷纷开始跳槽， 人员的流动性
也开始加大。

港交易所网站“披露易”页面上留
意到，目前中粮我买网招股书一栏

“没有进展” 的公司此前所登载的
文件内容不能被阅取。

本，正式开启港交所上市之路。 随
后在 2017 年 11 月传出消息称，中

据《证 券 日 报》最 近 报 道 ， 内 部 人
士指出，在我买网连续 4 年亏损，

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向中粮
我买网方面发去了采访函，不过截至

旁标注了“失效”，点击招股书的链

事实上，早在 2017 年 8 月 21

粮我买网已通过上市聆讯， 初步

并且上市步伐暂停的背景下，员

发稿，本报记者并未收到相关答复。

赴港上市为脱困？

我买网优势不明显？

未来能否盈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扩大从供应商处获得更优惠的条款、 管理产品组合
及提供具有更高利润率的产品。

在这个极度重资产的行业，中粮我买网除了要承受贯穿整个链条的高损耗，物流配送条件的
高要求，仓储、配送等环节也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
中粮我买网在其招股书中表

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 比如，一

括悠采及初萃优级粮食及食用油

示， 其提供的产品达到 21 个种
类， 超过 2.5 万个 SKUs 的食品。

个四五千平方米的生鲜仓的成
本大约是 2000 万元。 ”李成东对

产品线、上质欧洲奶制品线等。 中
粮我买网曾宣称， 其自有品牌及

事长宁高宁对旗下我买网非常重

与其他电商相比， 其特色是自有
品牌类的产品占比较高。 从 2014

记者表示。
快消营销专家路胜贞指出，

特色产品在客户中广受欢迎。 自
有品牌及特色产品的销售额由

视。 中粮我买网主要定位于食品电
商， 销售商品包括粮油、 调味料、

年到 2016 年自有品牌及特色产
品 在 总 营 收 中 占 比 都 在 30% 以

大城市诸如北京、天津等，主城区
物流相对完善，24 小时左右可以

2014 年的 3.61 亿元增加至 2015
年 6.09 亿元， 并 进 一 步 增 加 至

茶、酒、零食、饮料、奶制品等，我买
网也被认为是该全产业链战略中
的重要一环。

上，由于有定价优势，其毛利率也
远高于普通商品。

完成运输， 郊区需要 48 小时左
右，中粮我买网拥有自营物流，导

2016 年的 8.59 亿元。
对此， 中粮我买网副总经理

此外，由于成立时间较早，中
粮我买网也被认为享受到了互联
网发展的红利， 背靠中粮集团享

致物流的成本过高。 同时，中粮我
买网除了生鲜以外涵盖数百种产
品， 产品品类复杂容易导致人工

尚炎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我买网不只是电商，还是‘食
品全链零售者’。 因为大部分食品

有的仓储和供应链也被认为是其

成本高企， 庞大的运送队伍摊薄

是标品，同质化较严重，各家品质

优势之一。
不过，在产品以及供应链上
背靠着中粮集团光环, 中粮我买

了其利润。
“高昂的物流成本意味着更
高的客单价格来支撑， 所以不少

服务差异并不大。 而中粮我买网
的优势在于， 我们不只是一个网
售平台， 还具备食品创新研发和

公开资料显示，中粮我买网由
中粮集团于 2009 年投资创办，作
为中粮集团“从田间到餐桌”的“全
产业链”战略出口，中粮集团原董

招股书显示， 中粮集团通过全
资子公司中粮（香港）间接持有中粮
我买网 40.87%股权，是中粮我买网
的控股股东。不过，背靠中粮的我买
网在发展上并非一帆风顺。 从 2017
年向香港联交所提交的招股说明书

中粮我买网上市步伐似乎有所停滞。

可以发现，从 2014 年到 2016 年，公
司虽然年收入从 10.8 亿元增加至

术平台，未来可能会蒙受亏损。 ”
面对接连亏损的困局， 当时，

不断上升，收入和毛利就会提高，与
此同时成本降低， 形成一个交叉点

网却正在被不断崛起的后来者
赶上。

生鲜电商的订单起送价要达到 68
元 ~100 元不等，且多数仅支持次

生产能力。 ”
“中 粮 手 握 很 多 自 有 品 牌 ，

23.22 亿元，两年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46.7%， 但连续三年都出现亏损，亏

就平衡了。”但是，公开数据也显示，
生鲜电商虽然拥有高达数千亿元规
模的市场潜力，却只有不到 1%的电
商渗透率。
在这个投入成本巨大的生鲜电
商领域，事实上，中粮我买网早已开

腾讯系的每日优鲜， 阿里系

日达， 这也是客户留存率不高的

依靠性价比，应该可以进一步打

年，亏损达 8.39 亿元，去年同期亏
损仅为 5.72 亿元。 也就是说，在三

中粮我买网的上市被认为是用来
缓解资金压力的最直接方式之一。
电商分析师李成东告诉记者，“上
市融资是为了解决公司当前的困
境，进行股权融资以打造一个更合
理的资本结构。 此外，投资者需要

的盒马鲜生、易果生鲜，京东到家
与达达合并而成的新达达， 依托
物流业务的顺丰优选，以及永辉、
华润万家等线下超市， 都在争先

原因所在。 中粮我买网也是如此，
一旦没有达到起送价， 往往要支
付 20 元运费，消费者可能就会转
到其他运费低的电商平台或在线

开市场，但是目前看来它没有好
好把握这一优势。 ” 李云凯表
示 ，“一 方 面 可 能 是 体 制 的 缘
由， 中粮我买网决策效率较低，

年半时间内， 中粮我买网累计亏损
33.35 亿元人民币。

套现，这也是中粮我买网需要解决
的问题。 ”在招股书中，中粮我买网

始引入了不少投资者。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融资至 C 轮。 经计算，

恐后地抢夺市场份额， 影响着中
粮我买网的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

下消费。 ”一位接近电商行业的人
士李云恺（化名）透露。

在创新、营销等方面都表现得不
太活跃。 ”

对于遭遇接连亏损， 中粮我买
网在招股书中并未具体地说明原

称上市所募得资金的用途，将用于
扩大海外直接采购能力，加强配送

三轮融资下来，共计将超过 20 亿元。
不过，即便融资的金额不少，但

生鲜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中国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统计，2016~2017

除了盈利难、 负债率高等生
鲜电商发展的普遍问题， 中粮我

对于这些问题， 中粮我买网
曾在招股书中这样表述，“此次所

年共有 14 家生鲜电商死亡，大都

买网在自身产品品类上的把握

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扩大海外直接

因，只是在招股书中表示，公司无法
保证未来能够取得净利润或正的经

基础设施，用于销售、营销以及用
于研发等环节。

是所耗费的成本正在升高。 从招股
书可以发现， 销售成本高企正在拖

营现金流量。 未来能否盈利很大程

根据易观发布的数据， 预计到
2019 年，中国生鲜电商交易规模将

累中粮我买网的前进脚步。 2017 年
上半年，我买网收入 15.81 亿元，而

达到 3506.08 亿元。 中粮我买网创
办人兼 CEO 赵平原曾表示，“在食

销售成本就达到了 14.65 亿元。 在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 中粮我

仍在初创期。
低利润、 高损耗是生鲜电商
业内的共识。 中粮我买网身处其
中，自然也不例外。
“在 这 个 极 度 重 资 产 的 行
业，中粮我买网除了要承受贯穿

上也不尽如人意。 除了生鲜食品
及日用品，如今我买网的品类还
包括家电 3C、母婴用品等。“我
买网这两年品类扩张特别快，但
是缺乏爆款。 ”阿里巴巴商学院裘
涵博士表示。

采购能力、 加强配送基础设施等
方面。 引进外部资本后，中粮我买
网将有更大的动力改变思路，加
上投资方给予的人力、财力资源，
创新能力也有望提升。 ”不过，从
目前上市进程有所放缓的情况来

品电商领域， 增长的天花板还没有
来。 生鲜电商的商业模型就是规模

买网的销售成本也高达 9.99 亿元、
13.71 亿元、21.69 亿元。

整个链条的高损耗， 物流配送条
件的高要求，仓储、配送等环节也

相比于天猫、京东等，目前我
买网拥有 14 个中粮自有品牌，包

看， 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可能要因
此推后了。

损金额分别达到 6.31 亿元、9.78 亿
元和 8.87 亿元。 而在 2017 年上半

度上取决于能否进一步扩大从供应
商处获得更优惠的条款、 管理产品
组合及提供具有更高利润率的产
品。当时，公司还预测，“未来将继续
大量投资于其配送基础设施以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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