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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户上演圈内战“疫”私域流量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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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扩充SKU
重在提高复购率

活跃在私域流量池中央的，是一群被称

为KOC（KeyOpinionConsumer）的小B店

主。在繁复的社交网络中，他们影响着身边

人群的消费决策，成为品牌方抵达潜在顾客

的触手。饭饭（化名）是新电商平台爱库存的

一名店主。一年多的经营，店铺平均每天订

单量能达到100-200单，月营业额60万-70

万元。

饭饭坦言，这些数字背后，每一步都走得

谨慎。每天在线16小时，除了在群里定时发布

活动信息外，还要及时为客户答疑解惑。其

中，服装鞋帽、化妆品和水果是店里高频消费

的品类。“拓展熟人生意最大的痛点就是信任

问题。”饭饭说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将服务做

到极致，要像爱护自己羽毛一样打造IP。”

相比之下，品牌方作出的调整更为急迫。

疫情期间，家居品牌自然醒线下200多家门店

营业数量仅达1%，线上渠道成为主战场。于

是，自然醒迅速将有赞小程序300个SKU扩充

到3000个，900多名导购注册为线上销售员。

在品牌正式发动导购在朋友圈、社群做分销

后，新增客户在7天内超过了2万名。

闭店率达到80%的服装品牌Teenie

Weenie同样作出了紧急布局，快速在小程序

上架1400多个SKU，7000多名员工在家“上

岗”分销员。小程序上线的多件多折活动，让

品牌在3天内突破了1500万元销售额。

可观的裂变和销量让品牌方们重新审

视私域流量的价值，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企

业的架构。自然醒业务线副总裁赖康介绍，

在线上渠道规划方面，公司新构建了社群业

务部和直播部门，并聘请了一些专业人士对

员工进行培训，让他们能较快适应线上销售

的要求。

不仅如此，面对公域与私域的客群差异，

品牌在选品上也进行了调整。除了家居日用、

卧室床品等，自然醒增加了餐厨电器和美食

酒水等合作品牌。“小程序老客户占比大，对

品牌认可度更高。和耐用品相比，食品等能提

高用户的复购率。”自然醒电商负责人姬豪解

释道。

微商遗留问题难解
销售行规有待普及

实际上，和公域流量相比，私域流量凭借

其封闭性、客群的精准度以及广袤的社交土

壤，成为当下企业竞相耕耘的领域。在疫情紧

逼下，品牌方加速了疏通私域渠道的脚步。而

技术供应商所提供的技术支撑，让电商、零售

等企业能在小程序、公众号上快速建立入口。

从微盟集团2019财年数据来看，SaaS产

品付费商户总数近8万家。而有赞的数据则显

示，疫情期间服务的企业数超过10万，成交超

过5000万单。

尽管私域流量这块“蛋糕”如此诱人，但

背后的风险需要警惕。太和智库创新战略顾

问唐兴通指出，私域空间营销包括做话题、写

文案等内容管理，意味着线下销售话语需迎

合线上语境。

唐兴通还强调，运营私域流量本质是线

上客户的关系管理。由传统的销售员角色转

变为导购的过程中，员工的认知能力也要随

之变化。因此，企业需及时为员工提供帮助和

引导，对社交空间销售行为进行规范，来防止

潜在的品牌印象危机，以及损害客户权益的

可能。

对此，饭饭也深有感触。“部分顾客对这

一行业带有抵触情绪是正常的，因为很多店

主在微信卖货时不讲究分寸和方法，按照以

前微商的模式在朋友圈刷屏，这对自身形象

是种伤害。”在她看来，朋友圈文案要规范、简

洁，点明店铺特色，严格控制发布数量。而在

微信群中，活动信息建议集中在流量高峰时

发布。

TeenieWeenie同样表达了思考。事业部

总经理张世源表示，由于员工在导购时存在

差异，业绩情况也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制定合

理、持续的考核标准也是需要探究的内容。

需全渠道统筹
线上获客成核心能力

一场疫情倒逼商家在社交渠道摸索出口

时，仍有众多难点等待破局，现如今的尝试仅

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行业中有观点认为2020年或许成为私

域流量觉醒的元年。”针对行业现状，新电商

平台爱库存给出了建议，“在私域流量2.0阶

段，商家与企业主需要建立起线上导购销售

体系，包括底层的销售分配、激励机制和逻

辑、导购销售的培训与管理等，并以营销工具

辅助全链路精细化管理。更深层次，品牌主和

商家还需要布局私域流量池的扩大与复用。”

对此，唐兴通同样认为，如何进行线上营

销和获客，将成为企业未来的核心能力之一，

而不仅仅只是疫情期间的应对方式。

赖康指出，未来自然醒的每家门店将建

立自身的私域流量体系，拥有顾客群和分销

群，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并为顾客提供

门店配送当日达服务。

TeenieWeenie母公司锦泓集团董事长

助理杨亦玮则表示，在疫情影响下，私域流量

带来的增长点引起了集团的高度重视，未来

会投入资源进一步完善该渠道的建设。据了

解，当前TeenieWeenie正在进行全渠道信息

打通和统筹。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何倩

江南布衣新品牌遇冷 合计占收入2.3%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晓然 陈媚）新兴
品牌尚难以成为江南布衣的中流砥柱。

3月21日晚，江南布衣发布2019/20财年

中期业绩报告。财报显示，江南布衣于期

内实现总收入21.36亿元，同比增加

5.3%。值得注意的是，旗下成熟品牌JN-

BY占总收入57%，而新兴品牌NOTE

73最低，仅占0.1%。

江南布衣集团称，收入的增加主要是

由于集团零售网络的升级以及线上渠道

收入的持续上升。具体来看，相比2019上

半财年，2020上半财年通过线上渠道销售

额继续增加。同时受益于与电商平台合作

发布的新品以及时尚敏感消费人群的增

加，线上渠道中成交的新品零售额超零售

总额两成，驱动了集团整体收入的增长。

不过财报同时也指出，受整体气候因

素等影响，大部分品牌的表现不佳，因此

江南布衣集团全球经营的独立实体零售

店总数从此前的2018家减少至1993家。

具体从品牌来看，第一梯队的成熟品牌

JNBY上半财年营收增长5.4%至12.18亿

元，占总收入的57.1%。

第二梯队的成长品牌组合，包括

2005-2011年期间相继推出的CROQUIS

（速写）、jnbybyJNBY和less品牌产品产

生的收入继续增长，合计占总收入的

40.6%。

第三梯队新兴品牌组合，包括POMME

DETERRE（蓬马）、JNBYHOME等6个品

牌，总收入4930万元，合计占收入总额的

2.3%。其中，期内销售额最低的为NOTE

73品牌，占比仅为0.1%。

公 开 资 料 显 示 ，NOTE73是“A

PERSONALNOTE73”的缩写，为江南

布衣集团2019年推出的男装设计师服饰

品牌，推出目的是为配合集团多品牌扩展

的策略，并透过品牌及品类组合多元化横

向扩展业务。目前来看，该品牌暂未达到

理想预期。

有分析认为，NOTE73现如今的情

况或为过去多年集团依赖单一品牌经营

所致。此外，新兴品牌定位不够清晰、同

级品牌竞争过于激烈也是重要原因。“中

国男装市场尚在启蒙发展阶段，群体诉

求更多为实用实穿，个性化的设计师品

牌受青睐程度远不如国外男装市场，这

一方面还有待更强的市场教育。”一位服

饰零售商表示。

对此，江南布衣集团也表示，后期将

会优化多元化品牌组合和提升运营管理，

例如通过进一步提升设计创新研发能力，

调校设计师品牌组合，不断培养新的江南

布衣爱好者。同时还将用互联网思维和技

术进一步增强国内外的零售网络，加大对

店铺视觉形象开发的战略投入。而在终端

零售层面，集团也将以粉丝经济为核心，

鼓励零售运营创新，持续不断地为粉丝创

造并提供增值服务的场景和触点建设，以

提升粉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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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IP新品 押宝半成品

电商对半成品情有独钟。北京商报记者

浏览每日优鲜发现，此次上线的新品除了西

贝手扒肉、西红柿炖牛腩、小米发糕等，还增

加了权金城、赤坂亭、正大食品、六合美食等

品牌共41种产品，包括猪脚仔骨、羊杂煲、成

都冒菜、小酥肉和奥尔良鸡肉饭团等。

早在3月初，每日优鲜联合西贝、眉州东

坡、小南国、广州酒家等餐饮企业共同开拓成

品菜、半成品菜和速食产品，并推出了“名菜

名店”频道。每日优鲜表示，从2月下旬起，西

贝与每日优鲜尝试了预售模式，在消费者中

得到了良好反馈，因此选择在平台进行独家

上新新菜品。

西贝公关总监于欣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西贝不断在研发打磨新菜品，而

这些菜品对冷链运输的质量和环节有着较高

的要求，因此无论是到家场景还是物流条件，

每日优鲜都比较适合品牌发展。

稳定流量 扩市场份额

疫情期间，消费者对半成品的需求热度

不断攀升，又对提供到家配送服务的生鲜电

商寄予厚望。消费行为带来的增量市场之下，

生鲜电商萌生了新想法。每日优鲜合伙人兼

CFO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疫情让大

量新用户快速涌入，购买品类除了肉蛋水产

等生鲜品类外，还将需求转向了粮油食品甚

至是百货用品。

实际上，消费者将生鲜电商视为采购一

日三餐所需食材的平台后，用户画像自然会

发生变化。而电商平台要做的就是抓住趋势，

填补品类的缺口，尽可能在品类上做到“大而

全”。一定程度上，此举无疑会将特殊时期内

瞬时涌入生鲜电商的新增客群转化为固定客

群，提升新增流量的转化率。

对于每日优鲜来说，此次上新不只局限

于拉新品牌流量、增加用户留存，更是要在

堂食与外卖市场中切割出半成品的增长点，

这同样契合了西贝等餐企对半成品市场扩

张的渴求。西贝功夫菜负责人孙志刚表示，

到家功夫菜将是堂食和外卖之外的新选择，

也会是全新的场景，西贝会持续把这个事情

做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各监管部门也正在

根据餐饮企业的需求开始放宽半成品产品制

作生产的管控。2月18日，北京西贝天然派食

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收到了食品生产许可证

电子证书，这也意味着西贝的中央厨房升级

成为了食品生产企业，将餐食半成品制成预

包装产品。

此外，据了解，北京各区都已经推出了相

应举措，允许餐饮服务单位在保证食品安全

的前提下，暂时在线上和线下销售本单位加

工制作的半成品。据悉，该举措是疫情期间的

临时性措施。

暗自角力 填充品类缺口

相较于每日优鲜与餐企的合作，行业

似乎对“每日优鲜回应竞争对手对前置仓

品类稀缺、餐饮业务薄弱”这一说法更为津

津乐道。

近日，侯毅决定让前置仓模式的盒马小

站退出市场时，提及的一个原因就是前置仓

在一日三餐场景中存在短板。侯毅表示，前置

仓无法做大量体验化、差异化商品，品类结构

没有门店完整。因为前置仓没有食品安全经

营许可证，不具备销售餐饮类商品的条件，不

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要求。

侯毅认为，流量问题是前置仓最大的问

题。“生鲜是高黏性商品，以低于市场正常价

格出售来获得流量，我认为这是不长久的。”

对此，王■则表示，世间万物，唯一不变

的就是变化，所以零售模式也没有“最终业

态”的说法。对于各种零售模式或者业态孰优

孰劣，他更认为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

人”，即便再先进的零售模式，一旦操作的姿

势不对，最终还是无法成功。

王■还提到，前置仓需要在获客效率、履

约成本、商品结构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实

现健康的营利性增长，背后需要企业围绕上

游供应链、精准获客和智能化连锁运营打造

核心竞争力。“只有这几个能力到位了，商业

模型才能跑通。”

值得注意的是，在半成品品类丰富性上，

每日优鲜与盒马也是暗自角力。在盒马鲜生，

半成品包含了海鲜、小吃、主食、凉菜和面点，

除了盒马工坊，合作方还包括北京稻香村、仔

皇煲、久久丫、紫燕百味鸡等品牌。

电商分析师鲁振旺分析认为，半成品

很适合消费者快速消费，而且品牌餐企例

如西贝的半成品具有比较高的溢价，利润

空间远高于蔬菜水果，因此对于本身毛利

低的生鲜电商而言，是拉新和利润的增长

点。“然而不排除餐饮企业在未来会选择其

他渠道，对于平台来说，这种品牌吸睛的优

势可能会失去。”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在疫

情影响下，中国半成品市场推进到一个高速

发展阶段，但是其业务基本是针对团餐，相比

之下个人餐食的份额较小。随着生鲜电商上

线半成品，用户消费习惯得到培养。预计在未

来三年内，个人半成品的市场份额将得到很

大的提升。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何倩 郭诗卉

冷淡许久的私域流量正逐渐回温。近日，北京商报记者数次采访时发

现，线下渠道受阻，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和反思这片曾经被忽视的丛

林， 一场疫情让商家牵手电商、KOC店主疏通私域渠道的进程进一步加

速。新电商平台爱库存认为私域流量将迎来2.0阶段，未来，如何进行线上

营销和获客的稳定，将成为企业持续掘金私域流量的核心能力之一。

生鲜电商正讲述更多的可能性。3月22日，每日优鲜再度引入半成品，独家上线西贝新品，包括西贝手扒肉、西红柿炖牛

腩等招牌到家功夫菜。正值盒马与每日优鲜口水仗的当口儿，每日优鲜高调引入半成品，难免让行业认为其在强势回怼盒马

鲜生总裁侯毅质疑“前置仓品类结构没有门店完整，一日三餐场景短缺”的言论。抛开商业竞争不谈，半成品似乎成了电商的

标配品类，后者以此拓宽品类、稳定流量、发展新客，其毛利更是高于果蔬，势必备受生鲜电商的青睐。

每日优鲜新上线餐饮品牌

仔皇煲

紫燕
百味鸡

久久丫

北京
稻香村

江南布衣各类品牌业绩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