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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逆袭：解密张近东两万家开店计划
文 / 陈琪

个标志化高点，当年苏宁以 583 亿
元销售额，941 家全国连锁店，成为

2017 年“双 11”前后，苏宁突

当时中国领先的商业零售企业。 从

然调高了音量。
12 月，万达王健林、恒大夏海

当年转型线上到 2013 年开启线上
线下融合探索，再到去年按下线下

钧、融创孙宏斌等地产大佬同时出
现在苏宁，地产圈半壁江山与苏宁

两万店冲刺键，背后绝不止扩容线
下那么简单。

达成战略合作，张近东宣布了苏宁
大开发战略：2018 年新开互联网门

外界很快发现张近东一揽子
战略曝光之后， 以苏宁易购广场、

店 5000 家，2020 年总店将达到两
万家。

苏宁小店、苏鲜生、苏宁极物、苏宁
易购县镇店等多业态并存的立体

一个月之后，苏宁云商发布公
告，将“苏宁易购”品牌名称升级为

零售网络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通过
科技化、 智能化的不同业态和产

公司名称。 五年前“苏宁电器”更名
为“苏宁云商”，这一次更名为“苏

品，打破线上线下的界限，苏宁正
在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智慧零售

宁易购”， 张近东称苏宁将全面进
入智慧零售， 开始向 2020 年交易
规模四万亿元、线下两万店目标冲

布局。
在 2017 年“双 11”大战前夕的
一次小范围交流中，张近东谈到苏

刺。 而背后苏宁已经形成了商业、
物流、金融、科技、置业、文创、体
育、投资八大产业板块。

宁的行事风格，“别人都是先说再
做，苏宁喜欢先做再说”。 彼时他还

从 2009 年开始主动转型互联

没有透露凶猛的两万家开店计划，
事后据苏宁内部人士透露，一年或

网之后，苏宁再没有如此豪迈地发
动大规模开店计划。2009 年也是一

者更早之前，苏宁的线下反攻已然
秘密展开。

智慧零售“新街口样本”

角逐“五分钟生活圈”

与其说苏宁的大开发计划是
线下开店两万家，不如说张近东正

如果说智慧零售的概念过于
抽象，苏宁线下的急速扩张则是将

在集结多年零售的经验与教训，编

智慧零售的消费体验快速进行复

在苏宁内部， 有一张智慧零
售技术星象图， 清晰呈现苏宁智

织一张智慧零售的网。
2017 年 3 月，张近东第一次提

制。 在南京新街口，融合苏宁智慧
零售多业态的典型样本已然成形。

慧零售生态布局：消费者是太阳，
即是恒星。 根据距离消费者的远

同的消费者需要推出放心早餐等
服务， 小区居民只需要下楼转角，

出智慧零售，指出未来的零售就是
“智慧零售”。 什么是智慧零售，张
近东认为“即是运用互联网、物联
网、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
建商品、用户、支付等零售要素的

新街口苏宁生活广场 2018 年 1 月
刚完成新一轮升级，升级后的生活
广场更像一个融合多种业态的
shoppingmall，除了按照品牌分区的
开放式货架，生活广场更是集中了

近， 打造苏宁各种业态， 即是行
星， 意指苏宁始终围绕消费者不

就能在上班前吃到现做的煎饼果
子并不是梦。

停转。
苏宁目前已经搭建起“两大

为了急速推进苏宁小店，2018
年 4 月， 苏宁就收购迪亚中国

数字化，采购、销售、服务等零售运
营的智能化，以更高的效率、更好
的体验为用户提供商品和服务”。

苏宁极物、苏鲜生、苏宁影城、苏宁
易购汽车超市等多个业态，同时苏
宁也把旗下的文创、金融等板块的

（苏宁广场、苏宁易购广场）、一小
（苏宁小店）、多专（苏宁易购云店、

100%股权事宜与迪亚天天达成协
议。 目前，迪亚中国在上海拥有自

红孩子、苏鲜生、苏宁体育、苏宁影
城、苏宁极物、苏宁易购县镇店、苏

营、加盟门店数量 323 家，收购完
成后将有助于苏宁小店完善在上

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苏宁易
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解释到，首

业务整合在生活广场里。
消费者进入苏宁生活广场的流

宁易购汽车超市）” 的业态产品族
群。 在孙为民看来，未来的零售一

海市场的布局。 另外一面，与张近
东交好的房地产商，他们显然也会

先是零售要素的数字化， 从商品、
用户到支付的数字化，解决了这一

线将是多元化的， 生活广场不再仅
仅是一个购物商场而更像一个游乐

步智慧零售才有了纵深发展的可
能； 另外一面是零售运营的智能

中心。经过数字化改造，消费者在店
内时间也在拉长， 购物可以参考店

定会颠覆现在的业态，是围绕垂直
品类、社交、本地化建立起的多场
景业态。

在张近东的智慧零售布局中扮演
重要角色。 据鲍俊伟透露，和房地
产商紧密合作将是苏宁小店快速

化，采购、销售以及配送全流程都
能实现一定程度的智能化。 如果说
智慧零售与传统零售的本质不同
是什么，在智慧零售生态中，苏宁
通过智能感知， 超前预测消费需
求，传递给生产商。 生产商则根据

内大屏滚动播放的品牌实时销售排
行榜，参加苏宁大咖颜值秀玩自拍，
和到店客人比拼颜值； 他也可能去
影城包房看电影， 在苏鲜生品尝现
点现做的美食； 年轻的消费者则会
直奔网红店苏宁极物， 打卡机械臂

值得注意的是，苏宁的智慧零
售业态是基于和消费者的距离精
心搭建。 按照苏宁的设想，在距离
消费者不到 1 米的地方，有苏宁易
购主站平台；10 米之内搭载了语
音识别、交互技术、物联网技术的

推进的又一条路，2018 年和碧桂
园的合作有 300 多个项目，恒大也
会拿出 200 多个项目用于开设苏
宁小店。
如果说像零售云这样的秘密
武器扮演的是低线市场的收割利

反馈信息，以消费者定制化的方式
提供商品和服务，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反向定制。

做的手冲咖啡， 玩一玩当下最潮爆
的 3C、数码产品，在极物购物拔草。
据新街口店相关负责人透露， 改造

苏宁小 Biu 音响则作为入口，链接
了用户 10 米范围的智能家居设

器，冲锋陷阵的苏宁小店则在智慧
零售的版图中扮演连接器的作用。

备，形成用户 10 米内的服务；距离
消费者大概 500 米的地方，写字楼

在鲍俊伟看来，苏宁小店是一个具
有强战略性的项目，连接的是商品

内部、 酒店内部、 大型 Shopping
Mall 内部， 苏宁利用重力感应、人

与社区，是苏宁不可复制的服务与
体验。

脸识别、机器人技术布局了无人货
架、智能货架、巡游机器人；距离消

此前张近东在核心高管的闭
门会议上预测，“未来三年苏宁将

之后生活广场销售额同比增长达
16%。 而消费者在店内的停留时间、
购买品牌、 消费数据等独家的线下
数据，将作为下一轮生产、销售及品
牌选择和店内上新的重要依据。

到极物消费的 80%是年轻人，极物
成了智慧零售当仁不让的颜值担
当，线下引流，让苏宁的品牌形象
年轻化。
与苏宁生活广场步行五分钟

被网友捧红的苏宁极物正在
成为苏宁线下的引流先锋。 据苏宁
零售集团极物公司线下运营中心
副总监汪钇辰透露，极物选品有自

距离，苏宁还为体育粉丝开出了一
家苏宁体育商贸旗舰店，打造的也
是集售卖、餐饮与游戏等多业态的
体育综合商城概念。 店内集合了运

己的套路，颜值高、网红明星款的
商品占重头，极物里的很多选品都

动鞋服、户外骑行、健身器材等多
线产品，也因为苏宁在体育资源的

上过《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涵
盖了美妆、个护、家居极物定制，非

布局， 推出独家的足球衍生品，包
括国米的战靴、球衣，独家的最新

常受欢迎，6 月底极物自有品牌的
SKU 将扩容到 1000 多个。 此外，

球服。 在苏宁的大开发战略中，未
来三年，像这样的苏宁体育商贸旗

价格也很“美丽”。 据汪钇辰观察，

舰店到 2020 年将开设 152 家门店。

秘密武器“零售云”
在正式公布苏宁大开发战略
之前，2016 年年底， 苏宁秘密启动
了零售云项目，这被内部定义为收
割三四线市场的新物种。 极具潜力
的三四线市场同样也被阿里巴巴、
京东看重。 阿里今年的业务重点之
一就是把新零售、零售通、天猫小
店等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京东新通
路也一直在加速推进， 预计 2018
年底京东掌柜宝覆盖 100 万家中
小门店。
不过苏宁想做的不一样。 在苏
宁易购集团零售云平台公司副总
经理刘怀力看来，县镇市场是一个
巨大却稳定的市场，据第三方数据
公司的公开数据，接近 3 万亿的市
场， 电商渗透却只在 10%~20%之
间。 但是这样一个线下为主的存量
消费市场生产力却很低，老婆夫妻
店、熟人经济仍然是穿起这个市场
的主要路径。 如何把苏宁多年沉淀

家电专卖店改造成综合小家电的
微型卖场。 刘怀力给零售云制定了
更为具体的打法： 在目标县镇市
场，镇上一镇一店，县里一商圈一

2017 年 11 月 开 业 的 安 徽 马
鞍山丹阳镇店， 紧邻江苏省南京
市，周边人口约 10 万人。 丹阳店
加盟商陶志海原先是南京的手机

个 SKU。 但背后连接的是苏宁易
购近 1 万个 SKU， 苏宁同时提供
配送服务。
“一家门店的投资额在 30 万

架构下沉到三四线城市成为有效
突破的关键。
苏宁零售云的做法是开放与
赋能。 苏宁将整合内外部的资源，
供应链、物流、金融等核心能力，把
苏宁长期积累的零售模式与经验
赋能给加盟的零售商：加盟商与苏
宁合作投资开店， 加盟商承担装
修、租金、员工等运营费用；苏宁通
过 B2B 模式向加盟商提供货源、
仓储物流、 金融、IT 等供应链能

店， 产品则以三驾马车——
—手机、
家电、智能产品为支撑。 具体的单
店面积在 100~500 平方米之间，这
样的业态在县镇一级市场已经算

经销商， 后回乡创业开设苏宁零
售云店。 陶志海原计划一年营收
做到 800 万元， 现在开业仅半年，
平均每个月的销售额都在 100 万

~50 万元之间。 ”据刘怀力透露，以
2017 年 10 月开出的三家店的经营
数据做测算， 平均毛利率约为
15%，基本达标。 这意味着下一步，

是庞然大物。 但是更大的不同在于
苏宁的背后支撑。 对于苏宁零售云
的加盟商而言，最直接的优势显而
易见：店内的展示空间有限，但销

元以上。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渠口镇
的牛老板第一批加盟 了 零 售 云 ，
开设苏宁易购精选店。 牛老板原

苏宁零售云会进入快跑模式。
据苏宁内部人士透露，2017 年
国庆期间，张近东组织高管开了六
天闭门会，零售云项目就是其中最

售系统与苏宁后台打通实现了海
量 SKU 的扩充； 仓配共享把加盟
商从压货压款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先在当地做手机生意， 一年赚五
六百万元。 伴随手机零售终端的
生意也越来越不好做， 牛老板打

重要的议题之一。 随后张近东对外
宣布 2018 年要新开 5000 家店，而
其中零售云计划开出 3000 家。

力， 同时输出品牌与运营管理经
验。 加盟商通过零售端赚取商品差
价盈利， 苏宁则通过 B2B 模式赚
取佣金，同时也通过金融、物流等

消费者在零售云店体验下单，仓储
物流则由苏宁提供配货和物流服
务；此外，整个零售云平台还赋能
给加盟商，实现苏宁品牌和营销资

算转型，最终选择了苏宁易购。 牛
老板看重的是苏宁在家电、3C 端
强大的控货能力， 做线下零售出
身 的苏宁还会输出零售软实力，

零售云项目引发了外界强烈
兴趣。广发商贸、国泰君安等券商
纷纷对零售云展开调研，华 泰 证
券则在研报中将零售云称为低

增值服务盈利。
具体到县镇一级市场，打法变
得更接地气。 把县镇一级的手机或

源的共享，参加苏宁线上线下的促
销，通过苏宁后台的大数据更有效
率地选品等等。

包括教合作伙伴如何做地推。 门店
面积在 150~500 平方米之间，可以
经营 8~10 个品类， 大约500~1000

线市场份额收割利器，维持 苏 宁
的买入评级，将苏宁目标价 调 至
18.85 元 ~21.54 元。

的零售经验、供应链，数字化的 IT

比如便利店只能卖标准化食品，苏
宁小店的社区店则有可能根据不

费者约 3 公里，苏宁则布局了无人

进入企业历史上规模增长、效益提

店 Biu、苏宁极物店、苏宁小店、苏
宁易购精选店、 苏宁易购直营店
等；3 公里外，苏宁生活广场、苏宁
云店、 苏宁影城等强调场景与体

升的最好时期”。 这一点在财报上
似乎得到印证。 据苏宁易购 2018
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 报告期内，
商品销售规模为 693.30 亿元，同

验、囊括了苏宁所有黑科技应用的

比 增 长 46.33% ；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业态，可以让消费者在苏宁 3 公里
外的店内玩上一整天，体验智慧零
售玩到极致。
“
苏宁要实现的是 7×24h，0~60
min 的 面 对 用 户 服 务 的 场 景 铺
设。 ”苏宁易购集团高级副总裁孟
祥胜表示，目前的重中之重则是打
造五分钟的生活服务圈。通过苏宁
小店，消费者步行五分钟内就可以
找到一个线下消费场景。
2018 年 1 月启动的苏宁小店
正在飞速前行。“2018 年保底目标
是 1500 家 ，2020 年 会 达 到 5000
家。 ”苏宁零售集团苏宁小店公司
总裁鲍俊伟表示。 同样是巨头电
商线下拓展的必争之地， 苏宁小
店凭什么胜出， 鲍俊伟想得很清
楚。 从模式上看，苏宁小店将铺向

496.20 亿元，同比增长 32.76%；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15%。 在
苏宁内部人士看来，目前苏宁实现
6 个季度连续盈利，与线上线下双
线发力增长密切相关，智慧零售红
利开始持续释放。
在孟祥胜看来， 苏宁走到今
天与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坚定转
型有关，“作为上市公司我们有市
值的要求， 这种压力是外人无法
想象的。 ”为了配合苏宁的双线作
战， 苏宁内部也进行了组织碎片
化的彻底调整，“每一个品类，每
一个品种， 每一个品牌都产生了
一个独立的 BU， 每一个独立 BU
本身就是利润中心， 有自己的团
队、目标和动力。 通过这种组织的

全国， 坚持自营和 O2O 属性，让
苏宁小店和其他友商的加盟、贴
牌模式彻底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
苏宁小店还会打包进苏宁的独家

碎片化， 把过去大一统的组织转
变成了内部将近上万个不同精英
的小团队。 ”
看得见的是苏宁商业形态的

服务。苏宁文创、苏宁金融理财、家
电清洗等苏宁独有的便民服务会
进驻小店，等于将苏宁的各个业务
板块细分植入到离消费者最近的
线下市场。
除此之外， 在鲍俊伟看来，自

急速变形， 背后则是组织架构、内
部协同、 经营模式的不断调整进
化。 2012 年，张近东曾经将处于转
型期的苏宁总结为“沃尔玛 + 亚
马逊模式”。现在看来，似乎并不能
完全概括。两万家开店计划一旦完

营模式在保证商品品质，提升经营
效率等方面将和对手制造有效的
护城河，让他有信心放手一搏。 苏
宁背后强大的自采模式和零售业
态支撑，苏宁小店能够最大限度的
保证商品的品质、 新鲜度与创新。

成， 苏宁将长成怎样一个庞然大
物——
—在孙为民看来，苏宁未来将
会是一家重资产互联网零售公司：
何必要纠结于线上线下呢， 未来
“
一定是在线下的场景中，创造出新
的线上购买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