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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围堵”拼多多

支付宝、苏宁、京东、每日优鲜……全都上线拼购功能

每天为你
讲述一个
财经故事

拼多多能够成为“拼购”代言人吗？ 还没走出“假货”风波，它可能就要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竞争者了。 8 月 7 日，支付宝悄然上线拼团功能，8 月
8 日，苏宁拼购日创下单日销售 500 万单的惊人业绩，加上京东拼购小程
序、每日优鲜的拼团功能……拼多多遭遇了团团“围堵”。

电商发力拼购功能

“好久没这么疯狂地囤货
了。”一个下午，小陈就收了 5、6
个包裹。3桶 1kg装的洗衣液、
西冷牛排、煲汤羊肉块、8包装
的抽式面巾纸、12支装的签字
笔……“这些东西加起来才 70
多块钱。签字笔拼得最合算，12
支才 1块钱。”最近，在商家的轮
番“轰炸”下，并不常网购的小陈
加入了“拼购”大军。
和小陈一样，近日，不少消
费者发现，电商促销中拼购的促
销力度越来越大，不少拼购小程
序也在微信里迅速传播。

7月 27日，苏宁 818发烧
购物节发布会上，苏宁易购总裁
侯恩龙宣布“苏宁乐拼购”更名
“苏宁拼购”，主打正品低价，并
将每年的 8月 8日确立为拼购
日。“拼便宜不等于没品质。”侯
恩龙表示，用户可以在苏宁拼购
上面购买到“8块 8包邮”的爆
款商品，价格更低，品质却绝不
马虎。
今年上半年，淘宝推出了
一 款 名 为 “ 淘 宝 特 价 版 ”的
App，被指直接对标拼多多的
拼团模式。最近，支付宝又与淘

宝合作，上线了拼团功能，它会
分时段给用户推荐不同的拼团
商品。支付宝上的这些商品全
都来自不同的淘宝店家，涵盖
了日用、食品、服饰等十多个品
类。但拼团价会比淘宝价格再
低一些，很多甚至都是再打 5
折的降价幅度。
京东 2016年就上线了拼购
业务，随着拼多多上市，京东的
拼购业务也引发了更多关注。数
据显示，7月京东拼购节创新用
户增长峰值，较 5月同期增长超
310%。

产品，一天当中卖掉了超过 20
万个。”拼购日当天还卖出了
100000套面膜，20多万台创维
彩电，“我们卖的是 20万台正品
创维彩电，不是‘创维 4K’也不
是‘创维 e家’这样的山寨货，最
便宜的一台创维 32寸 LED液
晶平板电视，售价仅有 838元，
比山寨货还便宜。”苏宁工作人
员说。
拼多多上市后，创维电视曾

发布声明要求拼多多停止售假。
记者发现，在苏宁和支付
宝等平台，目前参与拼购十分
简单，消费者并不需要大量转
发商品链接“凑”团友。在苏宁
拼购，或者支付宝上，除了可以
自主发起拼团、邀请好友外，还
能由系统匹配，加入到已经开
始的拼单中。很多商品还是“2
人成团”，在很短时间就能完成
拼团。

言，拼购目前更多的仍然扮演着
营销工具的角色。
京东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拼购对于电商而言，是以社
交玩法为主要模式，来驱动用
户通过社交分享进行购物。一
方面作为京东的一个营销工具
赋能商家，同时也通过社交互
动行为为平台拉新，降低拉新
成本。“拼购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营销产品和运营模式，某种意

义上来说，它跟秒杀模式、闪购
模式等等，本质上差别不大，而
且拼购模式的特点也决定了它
更适合于一些非标品的营销。”
这位人士表示，对于京东这种
综合性零售平台来说，把拼购
作为主打肯定是不合适的。它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销产品，
在促活、拉新等方面都有重要
的作用。

“8.8 元包邮”成爆品

“一元拼购”、“一元砍价”、
“8.8元包邮”等促销方式，在短
时间内为拼购商家们带来了巨
大的流量。
苏宁易购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在苏宁 88拼购日中，“8
块 8包邮”主打低价、正品，成为
最耀眼的明星，总成交破 200万
单，撑起了半壁江山。
生鲜产品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泰国榴莲是拼购日的明星
拼购是营销工具

7月 26日，成立仅 3年的拼
多多上市，尽管很快就陷入了铺
天盖地的“假货”质疑，拼购模式
和它背后的庞大消费市场却让
巨头难以忽视。除了快速成长，
拼多多在电商格局十分稳定的
情况下，创造了不可能。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无论是阿里还是京东和苏宁，都
不会把拼团购物作为其主要的
业务来经营。对于传统电商而

北京晨报记者 刘映花

1 元起养老险上线支付宝
保费随时缴，还可享受月度分红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莉）昨
日，中国人保寿险联合蚂蚁金服
保险服务平台共同推出一款名
为“全民保·终身养老金”的创新
型保险，将商业养老险起保门槛
降低至 1元，并通过全线上流程
让用户随时随地投保，按月领取
分红。目前，这款产品已上线支
付宝平台，用户可通过支付宝首
页搜索“全民保”购买。
据蚂蚁保险相关产品负责人
介绍，
“全民保”产品设计的初衷
就是普惠，打破传统定期定额的
投保方式，将用户起保金额降低
至 1元，且不设保费缴纳时间和
次数限制，让用户可以根据自身
资金情况和需求，随时随地投保。
以往不少人会觉得养老险
固定利率“不划算”，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全民保”将保险受益分
为两部分，一是按照固定比例领
取的养老金，二是根据保险公司
投资收益情况进行的分红。
购买产品的用户达到法定
退休年龄后，即可自选按年或按
月领取养老金，而分红收益则在
购买后次月开始享有，随时提
取，保障至终身。不同于传统养
老险年度分红、线下领取的方
式，“全民保”还首次实现了按月
分红，复利生息，可通过支付宝
快速查询、在线提取。这对用户
来说，相当于个人保险账户里也
有了个“余额宝”。
业内人士认为，“全民保”投
保门槛低，缴费方便不强制，资
金安全有收益，不仅为工薪、白
领、职工群体养老提供了有益补

充，更解决了灵活就业群体的养
老难题。低门槛、碎片化的投保
方式，让类似个体商户、进城务
工人员等缺乏社保保障的群体，
也能积少成多，实现老有所养。

白酒快闪店亮相三里屯
8月 8日，国窖 1573冰
joys 快 闪 店 在 北 京 三 里 屯
SOHO北广场首次亮相。在
这个以真冰搭建的冰窖酒吧
里面，参与者可以获得冰饮
国窖 1573、中式鸡尾酒、白酒
液氮冰激凌、花式足球等诸
多体验。
“快闪店首站选择北京，其
他城市仍在规划中。”泸州老窖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以真冰

搭建的冰窖酒吧仅存在 5天，将
持续到 8月 12日。”
作为给消费者提供沉浸式
消费体验的新型零售业态模式，
快闪店近年来受到不少消费者
的追捧，雀巢、周黑鸭都曾推出
快闪店与消费者近距离沟通，但
在传统的白酒行业，国窖 1573
此次推出的“冰 joys快闪店”尚
属首创。
北京晨报记者 陈琼 文并摄

奥利奥今年继续推出月饼
动求变，以适应中国快速多变的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陈琼）
“今年我们还会继续推出奥利奥 市场，包括研发推出更多的无
月饼。”全球知名零食生产销售 糖、低糖产品，以适应“健康零
企业亿滋中国董事总经理范睿 食”的风潮。亿滋中国在 8月 8
思表示，去年旗下超级品牌奥利 日推出的口香糖品牌炫迈全新
奥进入中国月饼市场，是贯彻奥 系列产品具有水果糖味道，却是
利奥“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全 一款无糖产品。亿滋中国口香
球策略，奥利奥随后还出现在奶 糖、糖果及冲饮品类市场部副总
茶、冰淇淋等产品中，奥利奥真 裁袁英表示，中国的口香糖生意
正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非常亮眼，因此选择将新品在中
拥有奥利奥、趣多多、炫迈 国首发，随后将被陆续推广至其
等多个明星产品的亿滋正在主 他市场。
达达-京东到家完成5亿美元融资
提供 1小时送达服务。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映花）
自 2016年 4月达达和京
达达 -京东到家昨日宣布已完
成最新一轮 5亿美元融资，投资 东到家合并以来，京东到家业
方分别为沃尔玛和京东。两大零 务日单峰值突破 100万，达达
售巨头都与达达 -京东到家有 也成长为日单峰值千万级的平
台。达达在为京东到家提供即
战略及业务上的深度协同。
资料显示，达达 -京东到 时配送服务的同时，也为京东
家是中国领先的同城速递信息 商城、7Fresh、微盟、真功夫、
服务平台和无界零售即时消费 乡村基等大量合作方提供配送
平台，目前已覆盖全国 400多 服务。
个主要城市，服务超过 120万
商家用户和超 5000万个人用
户，日单量峰值达到千万级；京
东到家与沃尔玛自 2016年 10
月达成战略合作，目前大约 200
家沃尔玛门店上线京东到家，覆
盖全国 30个重点城市，为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