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 CHI
NABUSI
NESSJ
OURNAL

2
0
20.
4.
13

编辑/张辉

美编/李琼 校对/马英华 zhanghui@cbnet.com.cn

商业案例
1. 飞鹤乳业

C7

3. 社群营销

从简单粗暴到逐渐专业的“线上销售”
事实上，这恰恰构成了企业从线下到线上营销模式变革的
第二点，
就是给予包容和试错的机会。

如何拯救
“失速”
的线下营销

从流量分发到私域流量
社群和社交是营销的未来，
人以类聚，
要把人划分成若干个兴趣群
体，
以及物理位置相同的人群才能更好地互动和沟通。
在苏同看来，如果要用数字

本或脚本的撰写。目前在这一细

创建于 1962 年的飞鹤乳业，
不惜成本用了 10 年时间，在北纬

业面临的突出困难在于严重依赖
线下，销售收入 86%~87%来自线

47 度，世界黄金奶源带上打造了

下，
电商收入仅占 12%，
母婴连锁、

中国婴幼儿奶粉行业第一条完整

超市等是主要的销售场所，线下

的全产业链。然而，在营销模式

销售模式非常固化，
很难转变。
”

上，
这却是一家纯粹的传统企业，
虽然线上也有广告，但绝大部分

“所以，
在我们提出向线上转
型时，经销商前期也是在观望，
有

增长。2月份全国统计的电商销售数据甚至增长了2%。其中表现最为

荐。因此企业要认识到用户非计

当然，除了内容之外，打造全

的营销活动和品牌推广却是通过

些大区总不愿加入，
在几场活动带

渠道的零售服务平台是发挥社群

动销售后，
尤其是联合同业的婴儿

突出的是网红营销、
直播带货这样更直接的营销方式。不少企业签约
网红如李佳琦或薇娅，
一天营销额就高达千万甚至数亿元，
罗永浩的直

划性和社交性的消费特点，
迎合消

线下的路演来完成。

威力的根本保障，也是众多面对

专业的水、
保健品等产品一起搞联

播首秀更是吸引了数千万人的围观，
带货金额高达 1.8 亿元。

费者购物行为的改变，
从与消费者
接触的各个触点中进行沟通，
进而
打通各个部门线上线下的协作。

设计重新思考的问题。
“ 要把消费
者的池子、商品池子、订单和物流
都统一起来，要把积累的数据和

“我们线下的路演分为四种：
嘉年华、妈妈的爱、迷你秀以及知

动后，
大家才慢慢动起来。
”

来赋能营销的话，有一组数据非常
重要，
即调查显示：
82%的网络购物

分领域，还没有同类型的竞争者。
“我们通常都会为同一行业或同一

者有非计划性的特点，
在购物时的

类型的中小企业主提供类似的服

在线下销售受到
“断崖式”
下跌的同时，
线上销售却一枝独秀，
一

改变和突发都很多，同时有超过

务，
从而可以大大降低内容的生产

些企业的线上销售不但没有受到影响，
有的甚至出现了百分之几百的

60%的用户非计划消费来自好友推

成本。
”
韩言铭表示。

编者按/ 疫情引发的生活隔离，正在给企业的营销带来巨大的
挑战。数据显示：仅在今年 2 月份，全国企业销售收入锐减 90%，一
季度收入同比下降 60%~70%，
预计全年收入将减少 20%。

显然，连传统的电商营销的模式也都遭遇挑战。电商的传统做

营销模式变革的企业需要从顶层

识类传播，仅 2019 年线下就做了

然而，
把经销商传统的模式带

法一是买流量，二是打价格战，伴随线上流量越来越贵，流量转化也

50 万场地推活动，与消费者一对

到线上，
难度是很大的，
这主要体

更加困难，企业的线上营销还有哪些手段可以选择？如果社群和社

显然，苏同所描述的，恰恰是
社群营销不断升温的背景所在，

一接触。但是，
疫情发生后，
线下

现在大家对视频营销的模式完全

交是企业营销的未来，那么，企业又该如何重构自己的销售场景？

这也是企业从购买流量进行分发

外部的数据打通，唯有如此，才能

如何做好社群营销，
如何运营私域流量呢？

到运营私域流量的阶段转变。

大量节约企业的资金成本，才能

的活动基本停摆，意味着必须要

不懂，
比如营养师能在线下讲课，

寻找新的模式。”在清华大学经

面对镜头就不知道该怎么讲了。

本期商业案例选择了一家非常传统的线下企业飞鹤乳业，和一

结合飞鹤进行私域营销和社

管学院的洞见讲堂上，全国人大
代表、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飞鹤

在这种情况下，
飞鹤给出了两
种解决方式：
一是给犯错的时间和

家线上线下比较均衡的企业良品铺子，通过他们在疫情期间的营销

群运营的经验，冷友斌表示，
“社

策略的变化，来探讨企业在营销转型中的诸多问题，希望能给更多

群和社交是营销的未来，人以类

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斌如是

机会，
但不能不讲。二是专家、教

的企业带来借鉴。

聚，要把人划分成若干个兴趣群

讲述。
显然，
疫情的突发而至，
线下

授、当地的主持人和网红，
能带货
的都要上，
董事长也要进行带货销

销售断崖式下降，如何用好线上

售，
由此转变了团队意识。

真正让消费者有好的体验，这才
是商业的未来。
”
冷友斌表示。
但是，并不是任何行业或任
何企业都适合进行社群营销。
中国饭店协会外卖专业委员
会副理事长、吃货大陆创始人洪七

网红直播成交的秘诀
营销成为飞鹤乳业这类传统企业
必须要面对的紧迫问题。
来看一下飞鹤乳业的应对

就是这样，从简单粗暴到逐

薇娅成交的秘诀

渐专业，从纯粹的积极性到规范

宠粉丝，
爱粉丝，
无脑下单

的社群营销，
除了张天一的
‘霸蛮’

运作，从带动经销商和零售店来

为她的粉丝据理力争

之外，其他的很少有成功的社群，

方案：

做，
到包省、包系统的大活动。在

首先，应对及时是飞鹤乳业
实现快速转型的关键。
“疫情出现

一点点转化中冷友斌看到了机
会，
“从今年 2 月 17 日开始到 3 月

后，
大年三十我们只休了一下午，

31 日，我们举办了 17 万场的线上

大年初一生产系统全线加工，初

活动，超过了去年同期线下活动

二物流全线启动，调动物流公司

公就告诉记者，
“以餐饮业为例，
在
国内目之所及餐饮业能做得不错

的 200%。
”

所有的车，同时要求经销商所有

在一场与深圳 1700 个经销

究其原因，
主要是餐饮业的平均利
润率太低，
导致其无法支撑运营社

李佳琦成交的秘诀
专业，敬业，用心在对待粉丝

群的成本底限，
因此无法让人们产

OMG！买它买它买它

生动力去运营一个社群，
这是核心
的商业逻辑。所以，
在餐饮业的社

企鹅妈妈成交的秘诀

群 1.0 时代，社群对营销基本上很

自己女儿用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难产生推动力。
”
但是，洪七公认为，
“ 在餐饮

穿着睡衣直播，
我不是商家，

团队要上班参与这场疫情战争，
同时送货上门，开展 24 小时专家

商的线上活动中，飞鹤一天的销
售额就达到了 3000 万元，而 3·15

热线。
”冷友斌表示。

两天的活动则卖了 4 个亿。

我是消费者

业的社群 2.0 时代，伴随着利益共
同体的打造，也就是支撑社群的
2019 年 12 月 24 日，广州正佳广场，良品铺子专卖店。

可这并不能实现与消费者的

一方面，飞鹤拉动经销商与

互动。在这种情况下，从 2 月 1 日

零售商一起在线上做活动；另一

开始，
冷友斌决定要把传统的线下
活动推到线上来。
“实际上大家都

方面，
进一步启动电商业务，
与京
东、天猫、苏宁合作，电商的线上

没做过视频营销，
不知道如何利用

销售也超过了 200%。

视频营销、网络营销，
所以只是要

在冷友斌看来，疫情带来了

本报资料室/图

区块链技术导致权利登记和变更
体，以及物理位置相同的人群才
能更好地互动和沟通。这也意味

的成本趋零的时候，用户成为对
企业拥有部分权利的主体的时

着社区和社群充满了品牌和技术

候，他就会跟企业一起去发展更

的问题：一是企业要想清楚谁是
我们真正的未来用户，用真正的

多的消费者。这样，社群将彻底

观察

网红的背后是网络协同效应

重塑餐饮业的营销模式。
”

求大家动起来，
不要求质量。
”

改变和创新的机会，彻底改变了

产品和服务去满足他。二是在构

事实上，这恰恰构成了企业
从线下到线上营销模式变革的第

飞鹤传统的线下营销模式，这也
是企业根据市场变化随时反应的

建社群方面，要从多渠道多角度

这也正是私域流量价值发现
的机会。
“ 伴随信息化的深入，信

链接更多社区和社群，其中也包

息数量指数级增加，用户选择成

括门店的转型。三是社区和社群
的内容化能力。四是要构建一个
全渠道的零售服务平台，进一步

本指数级增加，集中分发的价值

疫情当下，
当大家都在关注网红营销、
直播带货所带来的销售数据
时，
更重要的改变却发生在幕后。因为网红背后的支撑是网络协同效

二点，就是给予包容和试错的机

效果。但如果没有疫情影响，则

会。正如冷友斌所说的，
“飞鹤乳

很难转变。

应。当网红进行直播，
实时的交互与在线流程会产生持续不断的数据
流，
然后形成连贯反馈循环，
使自动生成决策变得越来越
“智能”
。
这恰恰是商业趋势的本质，
它的重要性和显现性由疫情引发，
但其

2. 良品铺子

内在的原理和推动力却并非由疫情决定。

放大社区和社群的威力。
”
游戏化商业模式的创立者韩

下降，以品牌和心智导向的流量
正在成为主流。用户要求共享品
牌价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将价值
分享给用户的品牌将会崛起。用

阿里巴巴集团前总参谋长、
湖畔大学前教育长曾鸣在其《智能战

社群营销的趋势是去中心化

言铭做社群营销有好几年了，
他告

仅此一点，让杨银芬认识到了社区和社群的重要性，
“ 社区
和社群的威力是很大的，这次疫情以门店为主的模式打不
过本地生活的社区品牌。
”

略》一书中就指出：
“
‘网络协同+数据智能=智能商业’
，
这个简单的等
式代表了阿里巴巴成功的秘诀，
也代表了未来商业的所有密码，
因为网

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目前他们的

户最终会彻底抛弃现在的流量分
发平台，变成以品牌和品牌社群

一个定位就是要做私域流量的构

为主的全新流量分发体系。但是

建专家，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
为中小微企业主在进行社群营销

这个过程需要很久，而最早尝试

时做人设和内容提供，
包括视频剧

利。
”
洪七公表示。

络协同和数据智能这两个技术创造的新功能，
将对传统商业流程和结
构体系有着巨大的优势。
”

的 人 ，就 有 机 会 获 得 最 大 的 红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
网络协同就是将复杂的商业活动分解，
以
成立于 2006 年的良品铺子
股份有限公司最早以实体店起
家 ，目 前 拥 有 2100 多 家 实 体 门
店，目前已整合门店、电商、第三

外，杨银芬认为，
“ 后疫情时代的
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去中心化，当
信息来源都是多个中心后，消费
者买东西时最依赖的其实是与他

方便不同企业或人群更有效地完成这些商业活动。从历史角度来说，
锁定在垂直整合结构或刚性供应链中的商业功能通过在线协同更容易
实现。

4. 直播带货

显然，
当前企业从线下到线上的营销变革正在驱动这样的协同效
方平台和移动端以及社交电商，

生活有密切接触的同学、朋友或

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全渠道运营。

邻居，这些人的劝购力和说服力

即便如此，良品铺子也未能

比企业以前常用的主流媒体的说

如何选择网红和媒体平台
应加速发生，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销售方式的变革，
更重要的它是关乎
企业顶层设计的一场革命，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能力转型，
从企业战
略，
到组织结构，
到供应链，
从渠道布局、
品牌推广到仓储物流甚至反推

躲过疫情的冲击。
良 品 铺 子 股份有限公司董

服力要强大得多。
”
所以，看到外部环境的变化，

事、总裁，良品铺子电子商务有限

随时应变的能力考验企业的执行

公司创始人兼总裁杨银芬就表示，

力。
“现在门店开业的数量在百分

企业的生产模式。
曾鸣曾表示，
2014 年下半年开始涌现出了大量网红，
这让淘宝自

苏同认为，
“网红直播接下来几年会比较持续。原因在于 80%
的线上购买者的销售行为是被代入的，这些年轻人出生和成
长都是在移动互联网生态里。
”
当前网红带货，
线上直播正成

播企业不能盲目跟随，
否则在直播

身也感到惊讶。这些网红最初出现在女装类、
热销休闲时尚和轻奢品
为风口，
从李佳琦、
薇娅这样的专业

中很容易把自己的品牌弄丢了。

类，
针对的是淘宝网上最年轻的 14~21 岁的用户群体。虽然网红营销
“疫情冲击的首先是线下门店；
其

之二三十左右，我们只能靠电商

次是物流，由于物流不通畅，加上
中心仓在武汉，货物出不来，比如

和社区来弥补这一块的销售。
”
“以前是等着客人上门，现在

一开始借助的手段并没有什么稀奇，
比如饥饿营销，
或者是故意营造限

网红到拥粉无数的罗永浩，
再到郭
广昌和梁建章这样的企业家直播带

“因为网红在线直播时几十种甚至
上千种的产品，
有的很可能是你的

货，
让这个不断变革的零售世界充

竞品，
同一品类的不同品牌的竞争

量或缺货的
“假象”
来推高销售，
但是，
当第一批货物售罄，
网店开始预
售相同款式时，
零售业的重构开始了。

线上像天猫、京东，我们春节时有

用各种方法与消费者建立联接，

50万个订单没法处理。
”

不能淡化与消费者的关系，核心

一面是冲击，一面是破旧立
新。杨银芬坦言，
“在这次疫情中
我们被逼着有一些新的突破，比

满魔幻。那么，
到底该如何看待这

是很剧烈的，而且价格又很关键，

因为与全球大多数零售商不同，
当网红店里的销售
“完成”
时，
其卖
出的大部分产品还未被生产出来。

样的直播风口，
它是否可持续？企

网红战绩虽然都很好，
但也不是万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解释说，
“所有企业的结构都旨在管

业在进行直播带货时又该如何把握
网红与品牌之间的关系呢？

能的，
比如李佳琦卖美妆产品有的
3 分钟可以卖光，但有些男士的商

就是保护核心用户的黏性和互
动。同样的，以前我们做全渠道
比较早，消费者在哪里，产品和服

理高昂的交易成本。但新技术却在降低这些成本，
并使网络化的方法
对此，
清华经管学院市场营销

品 10 分钟也卖不了太多。所以，

成为可能。通过网络协同、
销售、
营销以及生产等业务活动可以被转变
如如何来满足社区下发的外卖订

务就到哪里，开门店，做品牌电

单。虽然疫情期间开业的门店没

商，做微信，所以在此之前我们沿

那么多，但 20 个门店中可能就开

着订单、商品、库存进行了打通整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左浩认为，

企业在选择 KOL（意见领袖）进行

成去中心化的、
灵活的、
可规模生产的、
可全球化配置的过程。
如今，
我们正深处这样一个时代，
企业数字化变革的需要，
让人们

“李佳琦或薇娅他们成功直播带货

直播时一定要考虑其与品牌是否

认识到比流量和价格战更重要的是产品的品质和企业数字化的能力。

的背后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
都有很强的识货和选货的能力，
这

协同，与产品是否匹配，一定要有
消费场景的创新，
做到对产品的转

2~3 个门店来满足附近本地生活
的订单。
”

合，同样的这次疫情我们把门店
的库存都打通了，大家可以相互

是做服务的前提条件；
二是有很专

换，否则花了很多钱也起不到作

仅此一点，让杨银芬认识到

调用，可以避免相互的损失。”杨

业的找产品卖产品的能力，
他们很

用。
”胡左浩表示。

银芬表示。

清楚地知道如何结合自己的优势

此外，
不同渠道和媒体平台的

社群的威力是很大的，这次疫情

对此，专门研究参与中国数

去找代货的产品，
进而对商品的买

KOL 是不一样的，比如微博更强

以门店为主的模式都打不过本地
生活的社区品牌。
”

字营销发展的华扬联众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

卖点有清晰的定位（比如口红一哥

调产品亲测的效果；
微信则更强调

李佳琦对美妆品的把握）；三是做

产品教育的理念；
抖音上视频要有

这次疫情让杨银芬感触最深的

苏同指出，
“企业的营销变革需要

还是物流，
这也是实现社区营销与
社群营销的根本保障。
“我们有2000

注意三个比较重要的方向：一是

剧本，搞话剧，他们的沟通能力都
比较强；
四是镜头感比较强。以上

好的展示效果，适合新品上市；小
红书也有亲测推荐和必买清单；
快

企业进行线上营销布局时不是简

这些都是内部原因。而从外部原

手系的头部主播更适合卖几十块

多个门店，
但是我们把中心仓放在

因来看，淘宝等平台推广带货直

钱的商品，
几百元以上的商品就比

武汉，
疫情发生后武汉是严格管控

单地只是在线上卖货，最核心的
是思维的转变，即从传统电商的

播，将流量向大的网红聚集，也是

较难卖。

的地方，
货进不来，
出不去，
虽然我

思维到生态的思维。二是线上营

他们成功的因素。
”

们在浙江、
天津、
广东都有仓库，
但
中心仓在武汉决定了总体的物流

销不应只是线上部门单独作业，
而是企业整体组织架构的转变，

部署跟不上。所以未来我们在中

了社区和社群的重要性，
“社区和

对于品牌与媒体的匹配，
胡左

对于网红直播带货是否可持

浩则认为企业要考虑三个层次的

即从最高层面到底层员工，从用

续，
苏同认为，
“网红直播接下来几
年会比较持续。原因在于 80%的

问题，
“ 一是媒体与企业目标用户
群的匹配，
比如抖音与快手虽然都

心仓的物流网络方面一定要多中心

户端到供应链的各个部门都要动

线上购买者的销售行为是被代入

是年轻人，但调性不同也不行，这

去布局，
否则我们无法应对集体性

起来，从一个方向搭建营销的链

的灾难和意外的黑天鹅事件。这是

条。三是要随着疫情发生引发的
趋势性转变时，找到适合企业自

的，
这些年轻人出生和成长都是在
移动互联网生态里，
他们对直播有

就要找调性相近的来做。二是媒
体的调性要与企业品牌调性匹

着天然的感应。
”

配。 三是经济性上是否能承担。
”

对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
除了多中心的物流网络布局

身的最优路径。
”

疫情为飞鹤乳业带来了改变和创新的机会，彻底改变了飞鹤传统的线下营销模式。

不过，
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对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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