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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渠道引流全渠道引流 促经营增长促经营增长
常州苏宁易购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加速转型。常州苏宁易
购借助社群营销、下沉乡镇、直播带货等创新经营方式，多渠道带
动业绩企稳向上，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多业态协同力。

日前，记者从常州苏宁易购获悉：五一黄金周期间，苏宁
易购迎客流高峰，实现同比销售增长21%，客流增长35%，其
中空调类产品线上增长180%，线下增长40%。

多年来，苏宁易购从线下到
拓展线上再到布局全品类，其目
标是打造一个全渠道智慧零售
生态。突如其来的疫情，无疑推
动了苏宁打造的全品类、全场
景、全客群智慧零售模式的快速
发展。

首先，全场景销售依托的是
苏宁线下优势资源。据了解，目
前苏宁易购在常州已突破100家
门店，涉及家电、百货、超市、金
融、母婴等多业态，实现零售全业
态的全面发展。在做好门店销售
同时，苏宁易购还在积极拓展与
政企、社区的线下合作。例如，4
月 23 日与常州总工会签署合作
协议，设置专属福利优惠。五一
期间门店对接服务了400多名工
会员工，达成600多万销售额，预

计后期还将持续发挥作用。
线上方面，此前苏宁易购大

力布局的苏宁推客、苏宁拼购、
苏小团等多种社群方式，在线下
门 店 闭 店 期 间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据常州苏宁易购总经理任
国伟介绍，目前常州市场由公司
员工建立的内部社群人数达到
16 万人，外部社群 26 万人，分别
由异业单位、各小区、政企单位
等组成。

通过线上线下打通，抓住用
户社交化、社群化、内容化的消费
特点,提升社群、社交的电商功
能，将苏宁的场景扩展到每个人
的社交圈，让苏宁的销售窗口变
得无处不在。这类方式也对低成
本拓展用户数量、提升用户留存
及复购率，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攫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从 2017 年开始，苏宁易购就将
目光聚集在县镇零售市场，针对
县镇市场重点打造了一个智慧
零售平台。该平台为原乡镇“夫
妻模式”门店提供品牌授权和门
店装修，共享苏宁供应链，让农
村消费者买到更好更便宜的商
品、让门店更赚钱、让商品流通
更高效，分享智慧零售的时代红
利。

任国伟告诉记者，农村下沉
市场消费群体消费升级趋势明
显，公司赋能零售云加盟店能获
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据苏宁易
购零售云统计，县镇市场对于中
高端品牌以及智能商品的消费
需求越来越高，对于节能环保类

商品及健康类商品的消费有大
幅 度 增 长 。 2019 年“ 新 三 大
件”——空调、冰箱、洗衣机的销
售表现抢眼；高能效冷暖空调、
风管式中央空调的销量均保持 2
倍以上的同比增长，5000元以上
的高端机型销售一路狂飙。

农村消费者对于品牌化、门
店体验、服务需求都在逐步提
高，随着全品类、全渠道的深入
融合，更将持续为下沉市场的消
费升级注入活力。

采访中记者获悉，目前常州
苏宁易购零售云的加盟店共 32
家 ，一 年 产 生 2 个 亿 的 销 售 总
额。随着农村消费能力的释放，
苏宁易购也在加速执行渠道的
下沉计划。

疫情的发生一度导致线下门
店闭店，网络直播成为各零售商
家的主要销售方式。苏宁易购总
部随即推出“超店播计划”，让苏
宁各业态终端员工、苏宁易购零
售云合伙人、苏宁易购合作伙伴
都在苏宁易购 APP、苏宁云店小
程序上进行直播，实现离店销
售。同时，线上各渠道发放优惠
券、推出直播秒杀活动福利等。

自恢复正常营业后，各门店
仍在不断筹备各类直播活动，内
容涉及家电、美酒美食、美妆护
肤、母婴育儿等多个品类，以明星
店员搭配网红主播的形式，开通

直播频道，进行全员实时线上带
货。据常州苏宁易购营销部负责
人朱小叶介绍，2 月份期间,苏宁
云店小程序用户数环比增长 3
倍，支付订单笔数环比增长了超
5倍。

在总经理任国伟看来，处在
风口的直播顺应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的趋势，这不仅是带货的方
式，更是品牌的有效传播和全方
位的产品信息服务。“既可培育
新的市场需求，又能孵化新的流
量入口，获得新用户，将成为未
来苏宁易购全场景零售的主要
销售形式之一。”

全员直播带货 孵化新流量入口

零售云发力 抢占乡镇市场

精耕社群 双线交互引流

今年夏天热得特别早，前
几天的气温都在 30℃上下 。
很多家庭已经开始捂着被子吹
空调睡觉，不过这个对大人来
说舒服，但对家里的老人和小
朋友来说，晚上吹空调可就要
小心了。前几天朋友家的宝宝
就因为空调房里待久了，流了
好几天的鼻涕。

初夏伊始，最能发挥作用
的当然是电风扇了。随着塔
扇、空气循环扇、mini风扇的出
现，电风扇市场也呈现出消费
分级时代的差异化竞争态势。

电风扇同比去年
销量增长2倍以上

“今年热得早，再加上疫情
影响，很多单位的中央空调也
没有开放，所有我们五一期间
电风扇的销量特别好，比去年
同期增长 2 倍以上！”苏宁易购
南大街店小家电负责人徐佳告
诉记者。从 4 月中旬到现在，
该商场的电风扇卖得异常火
爆 ，高 峰 期 每 天 售 出 300 多
台。国美家电也表示，这段时
间电扇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60％，“今年的热销市场启动
至少早了半个月，其中带智能

技术风扇，更是达到了往年同
期3倍以上。”。

徐佳称，疫情是一方面原
因，主要还是今夏气温的提前
陡升，电风扇作为城市居民夏
季应急补短的一种消费品，其
销售形势完全和气温高低相一
致，气温越高，卖得越火。“今夏
电风扇市场才刚启动不久，真
正的销售旺季应该在入伏期，
并且这种旺销形势会持续到
7、8月份。”

智能电扇更受年
轻人青睐

如今的电扇不仅在外观上
推陈出新，功能也大大增强，价
格更是相差悬殊。除了不同品
牌产品的价格存在差异外，同
一品牌的价格也因产品使用功
能和外观的不同差异较大，例
如近期热销的空气调节扇，从
99元到6000多元，各有不同。

记者从苏宁易购、国美、五
星等综合型家电卖场了解到，
千元档的智能空气调节扇销量
最高，（30~40）岁的消费群购买
较多。

“电扇不就是用来吹风的
吗？要那么多功能干嘛！实在

热么开空调了！”一位正在选购
电扇的市民张先生说道，他认
为电扇的基本功能就是消暑降
温，像一些触摸屏、智能预约模
式及智能控温系统等高科技产
品用处也大不了多少。

更多消费者却对电扇产品
的推陈出新表示认同。他们认
为，小家电与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目前人们对家电的要求已
经从“满足生活使用”转向“提
升生活品质”。“想想以前的大
头扇，声音又大又吵、风又硬，
吹一天下来皮肤都木了，现在
的电扇吹得多舒服啊，还有各
种智能感应功能，随着人的喊
声就能自动开启是一件多么惬
意的事。”市民刘先生说道。

健康、舒适成为关
注重点

在消费升级趋势的影响
下，越来越多的品牌以高端市
场为主要发展方向，主打健康、
舒适卖点的电风扇成为消费者
关注的重点。例如近年来的网
红品牌戴森，以无叶扇为主，强
调风感及风向的体验，其价格
3000 起 步 ，有 的 高 达（6000~
7000）元，该品牌电风扇的销量
同比增长了数倍。这类产品外
观时尚，功能性也强，集制冷、
制热、空气净化为一体，很多对
生活品质要求较高的年轻人都
非常喜欢。

性价比较高的品牌莱克，
也特别推出了“魔力风”系列，
强 调 风 感 的 重 要 性 ，价 格 在

（1000~2500）元之间，是苏宁易
购近期的电风扇爆款。记者现
场体验了一下，不仅轻便，随手
一拎都感觉不到分量，而且可
充电、可折叠、方便携带，还融
入了 WiFi-APP 的控制功能，
真正开启了智能家电的“懒人”
模式。

千元档的空气调节扇卖得最好

电风扇销量同比增长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