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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京东百货 国美不甘只做电器商

一周谈妥1亿美元合作

在国美高调宣布向京东发行1亿美元可

换股债券后的第三天，国美零售高管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详解了40天内接连与京东、

拼多多进行合作的来龙去脉。

“和京东真正关于股权的谈判大约只持

续了一周左右，我们就敲定了这次合作。”方

巍对北京商报记者说。

但国美与京东的合作并不是从一周前才

开始的。3月中旬，国美旗舰店进驻京东，这是

双方合作的开始。

40天前的4月19日，拼多多以总计2亿美

元的可转换债券方式对国美进行战略投资，

彼时，方巍曾表示，双方的谈判也不过只进行

了3天。

资本层面的合作很快敲定，原因也许是

国美手里真的还有京东和拼多多需要的东

西，显然，反过来也一样。

国美零售总裁王俊洲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通过与拼多多和京东的合作，我们获得

了线上的流量支持。同时我们通过这两个平

台，和京东及拼多多用户进行交互，使我们向

互联网线上供应的商品更加精准，这是我们

和这两个平台进行合作，首先希望能够达到

的目的。”

据国美方面介绍，京东和拼多多的日活

跃用户大约分别是3.6亿和6.2亿，因此，在两

个平台分别设置国美官方旗舰店，对于国美

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流量入口。

京东的百货 国美的店

而国美有什么是被京东看上的？

首先是中高端、解决方案式和定制化的

电器产品，这与京东更擅长的标准化3C、电

器商品形成了明确的差异化。中高端、解决

方案式和定制化的产品指的是如新风系统、

净水系统、中央空调等集成化的非标准电

器。“比如说线下的整装厨房、整装中央空

调，以及舒适家系统的方案，包括我们在中

高端高性价比的商品等等都是我们的优

势。”王俊洲说。

至少在电器领域，国美认为自己与京东+

拼多多的零售渠道联盟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对

品牌制造商的议价权优势。“国美和京东的合

作完成了以后，我们几乎是所有头部供应商

在国内的最大零售渠道，毫无悬念。”王俊洲

毫不掩饰地说。

另外一点值得京东觊觎的是国美的门店

资源，国美在全国拥有2600多家门店，从某种

程度上讲，一直渴望线下布局的京东如果能

与国美共享这2600家遍及全国，特别是在乡

镇一级扎根甚深的门店资源，相当于又增加

了2600座前置仓。

而作为交换，国美则获得了4万-6万种来

自京东自营的百货类商品，虽然国美方面强

调，这些百货类商品不一定会在国美门店中

展示，但会通过国美自有全渠道和近20万个

社群进行销售。“线下门店也会销售，但不是

像原来那样，而是通过员工拿一个App就可

以给客户推荐了，在小程序里面就完成了下

单。”王俊洲说。

当北京商报记者问及这些商品成交后会

由京东还是国美发货时，方巍介绍说：“未来

可能有一大部分在京东仓，一小部分在国美

的门店仓。如果需要店面更快捷送货的，可能

在国美的店面仓中会有一部分，但是大部分

是在京东仓里面。未来我们的门店店员也有

可能做3-5公里的快速配送。”

“我们增加了快消品的运营能力，而京东

获得了门店的途径，这对双方都有好处。”王

俊洲说。

巨头的零售渠道之争

至于国美为何如此看重京东自营的百

货类商品，原因也很简单———消费者对那些

百货类商品的消费频率要大大高于电器和

家装类商品。这一直是国美的隐忧：试想国

美现在虽然运营着将近20万个社群，号称

5000万-6000万活跃用户，但这些活跃用户

的活跃频率却不高，即便加上电器维修和其

他服务的相关动作，也一定没有快消品高频。

想想国美当初电器大卖场时代的老对

手———京东和苏宁，这些年来它们全都补足

了百货快消品方面供应链，其原因同样是需

要用户的高频动作。在线下门店里如是，在线

上也同样如此。

但如今京东已经彻底从国美的对手变成

了队友，再加上同为腾讯系投资的拼多多，组

成了新的朋友圈。而另一个老朋友苏宁则早

早便投入了阿里的怀抱，以“猫宁”联盟共同

对抗腾讯系电商。

说到底，这仍是一场巨头间的零售渠道

之争，只是在观者看来，双方的阵营越来越明

晰，实力越来越均衡。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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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门中心悄然营业 能否挑动崇文门老商圈
“老”商圈一直在努力向年轻化靠近，在

崇文门商圈，就常有新入局者来刺激商圈改

造。近日，紧邻国瑞购物中心的哈德门中心

悄然开业，方方正正的写字楼项目下隐藏着

一个美食聚集地。连通地铁和国瑞购物中

心，这个新商业项目能否顺利借势？有分析

提醒，地铁商业是优势，但也可能是一种限

制，业态布局仍需仔细打磨。

新商场低调开业

写字楼里“藏着”新商场。

在北京商报记者走访过程中，一名消费

者表示，“从地铁出来前往国瑞购物中心，途

经这个商业区，但不知道是属于哪的，所以

不会过多在这逛”。有商户则透露，哈德门中

心属于一个新的购物中心，但刚刚开业还没

积攒起人气。

同样，一家茶饮商户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露，该商场其实在年前就开始试营业，但因

为疫情原因关闭了两个多月，近期才正式开

业。因商场开业相对低调，很多消费者并不

知晓哈德门中心下还有可以“吃喝玩乐”的

地方，因此开业以来门店效益并不是太好，

大多依靠外卖业务支撑。

对于该商场的定位，上述商户直言，其

实哈德门中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算作国瑞

购物中心的二期，是与国瑞购物中心的互补

业态，招商定位整体偏向中高端品牌，瞄准

的是周边的商务客群。

北京商报记者向哈德门中心的招商人

员了解到，这里地下三层的商业区域最早定

位为高端商业配套，商业区域规划有品牌展

厅、金融服务中心、餐饮、健身美容、商务培

训和运动生活等业态，主要是为满足入驻企

业的办公、社交、餐饮、娱乐、健康等需求。

不过，这位招商人员直言，“虽然起初定

位为中高端，但目前该项目仍在招商中，不

论什么定位的品牌都可以试一试”。

北京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商场地面一

层为轻食餐厅，其中WOB北京精酿餐厅人均

消费200元左右。地下一层的餐饮大多为茶

饮、快餐门店，相对适合写字楼客群的日常用

餐。该楼层还引入了电影院，目前尚未开业。

值得注意的是，项目地下二层引入了高

端超市绿地优选，该超市售卖的商品以进口

产品为主，且往往只会选择进驻中高端购物

中心。

公开信息显示，哈德门中心与南侧国瑞

购物中心同属于国瑞置业，同时由国瑞商业

运营管理。其中，哈德门中心为国际5A甲级

商务综合体，写字楼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

商业面积为2.1万平方米。

老项目一家独大

崇文门商圈近年来不断落地新项目，哈

德门中心的开业强化了这里的商务标签。

在项目入市之前，这个商圈居民密度较

大，商业项目发展也相对受限。例如，潮流定

位的合景摩方自开业就一直处于养商期，自

该项目2018年底开业至今，北京商报记者多

次走访发现，无论是假期还是工作日，合景

摩方的客流表现都不如新世界百货。

对此，北商研究院特约专家、北京商业

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该项目虽然

与地铁联通，但导流效果一般，多数消费者

不会从合景摩方地下穿过。同时，该项目表

面体量大、楼层多，实际上利用率还有欠缺。

此外，该项目餐饮配比相对薄弱，缺乏一些

网红小店和目的性餐厅。

即使崇文门商圈内的商家不断调整，但

仍存在唯新世界百货一家独大的现象。

尽管目前崇文门商圈在重点商家组织

上变化不大，但未来发展仍旧充满各种可

能。事实上，崇文门商圈在不断落地新项目

的同时，还有不少传闻中的“新人”。如一直

不断有消息传出进驻崇文门商圈的K11就

备受关注。有接近新世界中国内部的知情人

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2027年，K11将进

驻该商圈，对于崇文门区域而言，或许是一

次比较重要的转变。

复杂商圈如何定位

哈德门中心作为5A甲级商务综合体，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崇文门的规格，但

想要真正释放项目能量，还需对业态的分布

进行重新分配。

赖阳认为，哈德门中心离地铁较近，同

时又与国瑞购物中心打通，如果二者想要配

合发展的话，应在地铁与国瑞购物中心之间

的通道两侧增加一些地铁便利的消费、餐

饮、服务项目。反之，国瑞购物中心则应该转

型社区生活品质方向。同时，哈德门中心本

身拥有四合院和写字楼业态，商业区域对于

商务交流的需求较大，虽然该区域拥有不少

咖啡厅，但仍存在供应不足的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地下面积看起

来很大，但由于通道的设计，实际上可用的

商业空间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想要在这一项

目中将餐饮、服务、商务、娱乐等业态都覆

盖，依旧存在局限性。”赖阳说。

世邦魏理仕华北区研究部主管孙祖天

则认为，崇文门写字楼体量相对较少，在一

定意义上属于王府井商圈的外延。在核心区

域空置率偏低的情况下，不少对核心区域没

有刚性需求的租户会选择这一区域。这不仅

能够为商圈带来更多的商务消费，也是北京

中心城区产业升级的表现，从传统的商业功

能到商务功能转变的体现，顺应了城市功能

转型的趋势。

与其他商圈不同的是，崇文门拥有多种

属性的消费者，这也为不同类型的商家提供

了机遇。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刘卓澜/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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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资本和供应链层面的对接后， 国美和京东的合作很快就落实到流

量层面：国美的店，要上京东的百货。

相比电器，百货类商品能够带来更高频流量。6月1日，国美零售决策委员

会副主席兼CFO方巍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在与京东的战略合作后，国美将从

京东引进4万-6万个非电器类SKU，通过国美门店和线上社群销售，最早将于6

月底完成上线。

不仅国美看上了京东的线上流量，京东也有意国美线下的庞大门店、社群

和消费者。说到底，这仍是一场巨头间的零售渠道之争。

数千商品低至3折

北京商报淘宝直播间硬核发力“6·18”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的首个“6·18”，万千商家寄予

厚望，消费者更是跃跃欲试。“6·18”期间，

北京商报正式启动融媒体生态系列产

品———北京商报食货志。作为天猫“6·18”

互动城北京独家合作媒体，北京商报在淘

宝直播开通北京商报直播间“西街传媒”，

挑选优质商品直播带货，这也是北京商报

食货志的首个产品。

北京商报联手淘宝直播开启的活动

横跨6月1日-18日，奉上大额消费券以及

上千件5折好物，带领消费者与商家搭上

天猫“6·18理想生活列车”。

据本次直播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

食货志是由北京商报社统筹内部及外部

资源推出的北京商报融媒体生态产品之

一，是为了更好地在新消费趋势和融媒

体传播环境下，推出更有针对性的产品，

发挥媒体优势，为北京乃至全国商业发

展搭建平台。北京商报的直播间———“西

街传媒”从6月1日正式开播，一直持续到

6月18日，每天19：00准时上线，累计直播

时间长达54个小时。期间，消费者可通过

手淘的城市互动页面，瓜分北京商报联

合淘宝和商家发出的10亿份福利、领取

城市大额消费券。

优选好物是此次直播的亮点。前期，

北京商报已从百万件商品中精心筛选出

适合北京消费者的数千件商品，并与百余

个品牌达成战略合作，旨在让消费者不出

直播间就能坐享低价好物、品牌折扣。通

过线上直播、线下探店、折扣促销等方式，

北京商报会推荐地道的北京美食、潮流商

品、网红品牌乃至洋房汽车，甚至还将卖

空一座购物中心。

北京商报的此次直播将让消费者实

实在在拿到实惠，所有商品5-8折。如果加

上大额消费券、积分补贴以及各项福利，

直播间里的商品可低至3折。

特别提醒的是，消费者还能凭借“北

京商报”这一“暗语”，从与北京商报合作

的品牌商那领取到额外的小惊喜。直播期

间，消费者只要找海底捞官方旗舰店的客

服报上暗语，就能享受买2送1的实惠。同

样，消费者和御茶膳房旗舰店对接暗语，

也能再领到20元优惠券。

达达更新招股书：

估值35亿-40亿美元 募资约3.03亿美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6月1日晚
间，达达集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提交了更新后的招股书，IPO发行

价格区间设定为每股美国存托股票

（ADS）15-17美元，预计发行1650万

ADS，每ADS代表4股普通股。由此测算，

估值将在35亿-40亿美元。

按定价区间中间值计算，如全额行使

“绿鞋机制”，达达集团此次募集金额约在

3.03亿美元。

更新后的招股书披露，现有股东京

东、沃尔玛有意成为基石投资者，分别认

购60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达达集团

创始人兼CEO蒯佳祺将在上市后继续担

任董事会主席及CEO，公司业务保持独立

运营。更新后招股书显示，京东集团和沃

尔玛分别持有约45.3%和9.5%股份。

公布定价区间，意味着达达集团距离

敲钟上市更进一步。有分析认为，达达集

团或将成为美国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

责法案》后首只成功上市的中概股。

5月13日凌晨，达达集团首次披露招

股书，计划以“DADA”为证券代码在美国

纳斯达克挂牌上市，锁定即时零售第一

股。IPO交易的主承销商包括投行高盛、美

银证券和杰富瑞。

业绩方面，招股文件显示，达达集团

近三年营收持续高速增长，2020年一季

度收入增速进一步提升至109%。三年来

收入加速增长的同时，亏损率持续大幅

收窄。经调整的净亏损率在2019年大幅

优化近一半至45.8%，2020年一季度在此

基础上继续大幅优化至17.6%，盈利能力

不断改善。

招股文件显示，达达集团此次募集金

额含“绿鞋”约在3.03亿美元。通过IPO募

集到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投资技术和研发、

实施营销计划和扩大用户群等。受疫情催

化，消费者线上消费习惯得到培养，零售

行业加快O2O和全渠道布局，推动即时零

售和即时配送发展提速，市场前景广阔。

招股书披露，截至2020年一季度，达

达快送已覆盖2400余个县区市，京东到家

覆盖700余个县区市；截至2020年3月31

日的12个月里，京东到家平台上活跃的门

店数量达到了8.9万。此时选择融资上市

应意在布局新的发展阶段，如加速下沉、

拓展合作业态、增强技术创新与赋能，提

升即时配送和零售数字化服务能力，夯实

核心竞争力。

崇文门商圈内，紧邻国瑞购物中心的哈德门中心悄然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