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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叮咚买菜的运营主体野上海
壹佰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冶 完成了注
册资本扩张袁由原来的 1061 万元增长
至 15 亿元袁增长幅度达 14137%遥 新增
的资本将极大加强平台的综合实力袁
也意味着公司有更高的目标遥

前不久袁 叮咚买菜从长三角向深
圳扩张袁完成全国性布局的第一步遥 业
内认为袁生鲜零售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袁
各大巨头也在争相布局这一市场袁新
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袁 将加速原有市
场格局的洗牌遥

叮咚买菜于 2017 年正式上线袁目
前在上海尧杭州尧苏州尧宁波等长三角
地区共覆盖有 453 家前置仓袁 日订单
量突破 40 万单袁已完成 B5 轮融资遥

随着叮咚买菜正式进军深圳袁在
运营仅 7 天后袁订单量就已近 3 万单遥
叮咚买菜有关负责人向叶证券日报曳记
者表示袁 进入深圳是叮咚买菜进行重
点式扩张和渗透的举措袁 预计到 2019
年年底袁 将在深圳开设 70 家前置仓袁
全面覆盖深圳所有区域遥

野买菜是一个复购率生意袁不是一
个流量生意遥 冶上述人士还强调袁过去
的互联网是一个流量生意袁 要做营销
与流量袁追着流量跑遥 谁拿到的用户最
多谁就成功了遥 但是今天袁这些已改变遥

实际上袁各大生鲜零售企业已经意识到袁要想获得更
多市场袁需要在供应链上下功夫遥 上述负责人还表示袁在
供应链层面袁叮咚买菜正在走向源头袁通过和上海农场等
一部分本地的大型农业基地合作袁 从更加上游的环节来
把控效率和质量遥

近年来袁生鲜电商市场竞争日渐激烈袁各路资本持续
入局遥

据艾瑞咨询发布的 叶2019 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研究
报告曳称袁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发展迅速袁2018 年中国生鲜
电商市场交易规模突破 2000 亿元遥 预计未来 3 年袁中国
生鲜电商行业仍会保持年均 35%的增长率遥

另外袁该报告分析称袁市场在未来一至两年将迎来新
一轮洗牌期袁供应链能力是企业突围制胜的关键遥 随着赛
道玩家的增多以及巨头布局的扩大袁 生鲜电商行业竞争
将持续升级袁同时也将推动原有的行业格局加速洗牌遥

实际上袁 目前不少生鲜电商企业还处于烧钱抢市场
阶段袁且多数处于亏损状态遥

野对于生鲜电商企业来说袁要想真正生存下来袁真正
需要的是具备差异化服务和竞争优势袁 让用户愿意使
用遥 冶上游财经专家顾问江瀚向叶证券日报曳记者表示袁生
鲜电商为了抢市场袁还会持续较长时间野烧钱冶遥 只有当生
鲜电商彻底让用户习惯袁才能够结束烧钱阶段遥 这一点就
像网约车市场袁烧钱补贴会是一个逐渐降温的过程袁但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持续野作战冶遥

李春莲

野下沉冶的直播带货市场院

明星狂欢与小主播的烦恼

野所有女生袁听我的袁买它浴买它浴这也太
好用了吧浴 冶在某品牌面膜销售直播间里袁
美妆带货达人李佳琦不断重复这句话遥 转
眼间袁4000 盒面膜被抢购一空遥

而一旦明星做起直播卖货来袁场面不输
网红遥 李湘的淘宝直播单月成交额破 1000
万袁 柳岩的快手直播总销售额突破 1000
万袁郭富城 5 秒卖出 5 万瓶洗发水噎噎野听
湘姐的袁 买就对了冶野这个东西回家要带给
我妈冶袁李湘淘宝直播间的画风与网红带货
现场并无差别遥

在电商平台野all in 直播冶的策略下袁如
今越多越多的明星走上了野网红冶之路袁这
也使得电商小主播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
小遥 在分析人士看来袁 如何让超过 80%的
野非尖部主播冶突围袁或许决定着电商平台
未来的增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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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明星的带货现场正从机场向直播间转移遥冶一
位时尚行业人士如此总结道遥

在移动互联网向下沉市场伸出触角的同时袁在
人们印象中野高高在上冶野遥不可及冶的明星也选择
了野下沉冶袁而目前在他们中间最流行的方式是袁像
网红一样走进直播间袁越变着法儿地接地气尧吸引
注意力袁然后无一例外地卖货遥

主持人李响的直播卖货首秀进行了 4 个多小
时袁共推荐了 28 件商品遥 在直播中袁李响在更多时
间里袁是与好友刘同聊着天尧分享着自己对产品的
体验感受袁整个节奏不急不慢遥 最终李响的首秀拿
下了 200 万元的成交额袁在淘榜单联合淘宝直播发
布的野淘宝直播明星带货力排行榜冶中跻身前三名遥

实际上袁在李响之前袁已经有很多明星加入了
直播带货战局遥比如同样主持人出身的李湘从今年
4 月 22 日首次直播后袁 几乎以每周一次的频率稳
定开播袁推销过保健品尧洗护用品尧生鲜零食尧美妆
和家电等近十种品类袁单月成交额破 1000 万元遥

更多的还有袁几个月前袁王祖蓝在快手上直播
12 分钟卖出 10 万份面膜袁成交额达 660 万元曰小 S
空降薇娅淘宝直播间袁一秒卖货 88 万元曰谢霆锋带
着他的美食品牌锋味入驻快手袁 售卖贵刁粽子曰郭
富城与快手电商达人辛巴合作袁5 秒卖出 5 万瓶洗
发水噎噎

而在这种火爆的场面背后袁明星直播带货正在
成为一条日趋完整的产业链遥

据媒体报道袁电商平台会为有意愿加入带货直
播的明星提供顾问团指导袁 继而帮助其接入商业
化袁并且在后续的日常运营尧营销活动以及变现环
节袁也能得到相关的扶持遥 此外袁电商平台还会与
MCN 机构合作袁引入经纪公司尧综艺节目尧剧组尧
媒体尧内容制作等专业团队袁使明星直播快速落地遥

这意味着袁对于明星艺人主播来说袁他们可以
跳出艰难的进阶尧争取浮现权的过程袁直接拿到优
质资源位袁在野直播广场冶等公域流量池里吸引粉
丝遥

不过袁明星做电商直播也并非易事遥有分析称袁
一方面袁这条起初不被理解的赛道如今已经充满竞
争曰另一方面袁明星主播们要面临的竞争对手实力
不可小觑袁与那些秀场直播的网红相比袁电商主播
的技术门槛更高袁也更加拼命遥此外袁在 MCN 机构
与明星主播的合作袁以及主播与产品供应链关系处
理上袁也面临不少问题遥

不过袁这一切在主播阿强(化名)看来都不是难
事袁或者说不是现阶段要考虑的问题遥 阿强目前是
某头部电商平台的一位带货主播袁 而在五个月之
前袁他还是一位秀场主播遥 野电商直播火嘛袁自己就
想试一下遥 冶

原来做秀场主播时袁 阿强签约了经纪公司袁但
现在他没有签约任何 MCN 机构袁而是选择了直接
和店铺老板签约遥谈到目前的现状袁阿强一脸落寞院
野这家店是卖日系家居用品的袁和我的长相尧直播风
格比较接近遥 最开始是我是一周播两场袁一场播三
个小时遥但现在因为没什么效果袁老板不愿意做了袁
改为一周只播一场遥 冶

阿强向中新经纬客户端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袁
2019 年 7 月 9 日至 8 月 22 日其中的 14 天时间
里袁阿强直播间的场均观看人数约为 357袁支付买
家数约为 2.29袁支付转化率约为 3.37%袁成交额约

为 293 元遥
某食品电商负责人也直言院野做电商直播付出

与收获不成正比袁非头部商家做带货类直播袁长期
来看袁基本都是亏的遥请网红主播做直播推广袁引导
新客来购物袁新客留存率很低遥大家只认人袁不识品
牌遥 冶

一组数据也在揭示这种现象遥据淘宝直播负责
人赵圆圆向媒体透露袁今年 4 月淘宝直播 DAU 有
900 万袁而每日晚间的淘宝直播广场上袁薇娅独占
300 多万观众袁李佳琦独占 200 多万袁烈儿宝贝尧陈
洁 kiki 吸引近百万观众袁而剩下的 6 万多个直播间
只有瓜分剩下的蛋糕遥

野有的坚持袁有的死撑袁有的放弃袁这就是我们
这些小电商主播的现状遥 冶阿强说遥

不过袁在谦寻 CEO 奥利看来袁除了极少部分
艺人拥有狂热的粉丝袁更多艺人的状态是在被观众
看袁而没有产生购买行为遥从这个角度看袁明星艺人
初步尝试电商直播袁跟一些新主播是在同一起跑线
上的遥

分析人士认为袁在一波流量助推期过后袁明星
带货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有待观察袁而
对于电商平台来说袁如何让超过 80%的野非尖部主
播冶突围袁或许决定着未来的增长遥 常涛

明星“下沉”直播带货市场

小主播的困境：
粉丝只认人，不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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