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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上线或依托巨头或自建体系引流

社交电商添新丁 拼团获客拓市场

□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上周，社交电商又添新丁：每日优鲜旗下社交拼

团电商“每日拼拼”2月26日正式上线；2月27日，国美

美店正式“转正”，标志着国美正式进军社交电商。 而

就去年下半年便已涉足社交电商的京东、蘑菇街等表

现来看，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前者目前已将社交电

商业务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而后者则依靠直播社交

模式促成看成交量强劲增长。 有业内分析认为，传统

电商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探索新的突破点，社交电商

目前获得很多中低消费群体的认可和普及，加强社交

电商的布局，有助电商平台开拓更广泛的市场。

“微信系”社交

电商继续壮大

据了解， 于2月26日正式

上线的“每日拼拼”，涵盖新鲜

水果、蔬菜、海鲜、零食、日用

百货等高频消费品类， 目标用户为乐意在

朋友圈分享优质商品， 并希望在工作之余

赚外快的人。 每日优鲜华南区公关负责人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每日拼拼类似于社交

版的京东自营，通过差异化获取用户认可。

依托每日优鲜的供应链布局， 每日拼拼能

实现17个城市最快1小时送达。

每日优鲜的“前辈”———京东，在2018

年底宣布一系列组织架构调整， 新成立了

社交电商业务部， 将社交电商业务提升到

新的战略高度。上周发布最新财报后，京东

零售子集团CEO徐雷在电话会议问答环节

上表示，并购

（社交电商常见模式）

对于用

户的下沉， 向低线城市下沉起到了非常好

的作用。微信作为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一

个巨大的市场， 其实就是寄希望于对低线

市场用户更好地挖掘。

据了解，京东拼购小程序在2018年4月

上线后用户涨势迅猛，2018年双十一访问

人数是10月同期6倍以上，其中新访问用户

数环比更是高达142倍。 而在入驻京东拼购

商家成交量上， 如奕辰官方旗舰店月订单

量环比提升281%； 少数派官方旗舰店10月

订单量较9月增长2270%。

与京东情况相似的还有蘑菇街，据蘑菇

街上周发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其

视频直播业务增长强劲， 相关GMV（成交

量）同比增长177.8%；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的12个月，点击过视频直播的移动端月均活

跃用户增长43.6%。 2019财年上半年，蘑菇街

直播贡献了14亿元的GMV， 几乎接近该业

务在2018财年全年的GMV。 对此，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主任曹磊指出，蘑菇街的直播社交

模式已经获得了不少的用户认可，但蘑菇街

仍然依靠微信获得足够的流量支持。

记者查看微信支付功能中的“第三方

服务”看到，11个链接产品中，京东、美团、

拼多多、蘑菇街、唯品会等五个平台均有推

出社交电商产品。

国美入局线下线上融合引流

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 月，全国社交拼团平台已超过 200

家。 当中除了“腾讯系”的社交电商

平台，也有阿里巴巴、国美、苏宁等

具备用户基础的电商大户。 国美美

店于 2 月 27 日正式推出之后，国美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国美进军社交电商属实。资料显示，

国美美店自 2018 年 7 月开始试运

营，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已实现年

GMV 超过 20 亿元， 累计服务用户

超过 190 万，为 42 万美店店主带来

了超过 2 亿元的共同收入。

据国美美店总经理汪峰介绍，

国美体系下不同平台会有所分工，

国美 App 将承担会员经营等功能；

国美美店则将集社交、商务、分享等

功能于一体。 国美实体店和国美美

店将作为国美“低成本流量”来源的

核心， 国美 App 是流量汇集和分发

的总平台， 三端互为引流、 互为工

具、 互为场景， 实现线上线下的融

合。

早前，苏宁也推出“苏宁拼购”，

主打正品低价、便宜有好货，在社交

电商的场景下，严控品质。 苏宁并购

的运营模式与国美美店有着许多相

似之处，尤其在平台内部导流方面。

社交模式成电商发展新机会

对于多个“腾讯系”和“自带流

量”的电商平台积极开拓社交电商，

长期关注电商发展的互联网分析师

信海光认为， 虽然社交电商可以依

托裂变降低获客成本， 但没有流量

还是很难持续下去， 所以不少与腾

讯有合作或关系良好的平台会借力

微信 10 亿用户做社交电商，而那些

本身具备用户基础的平台则会选择

自建社交体系和用户导流，“依靠微

信流量的平台会受限于腾讯未来的

发展意向， 而自建电商社交体系则

需要投入更多成本， 不同企业会因

需求做出不同选择。 ”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指

出， 随着传统意义上的电商获客成

本不断提高， 社交电商依托社交裂

变快速触达消费人群的优势日益凸

显， 能否依托自身核心优势， 构建

有竞争力门槛的业务“闭环” 乃至

生态圈， 才是社交电商持续发展的

关键。

艾媒咨询电商分析报告认为，

传统电商在寻找新增长点过程中，

向社交电商转变是必然的发展趋

势。 拼购电商以社交化的用户运营

来获客和留存， 可以从部分中低消

费人群开始，再开拓更广泛的市场。

58

同城会员服务贡献

超

11

亿元营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近日，58 同城公布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第四季度及 2018 全年

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财报显示，

截至去年四季度末， 包括 58 同

城、安居客、赶集网在内的平台付

费会员数量约 277.0 万，会员服务

贡献了 11.222 亿

（人民币 ，下同 ）

的营收。 财报分析认为，公司的部

分会员会通过不同的平台同时购

买会员服务。

58 同城在线推广服务本季度

实现营收 22.750 亿， 人民币同比

增长 38.3%。会员及在线收入的增

长主要来自 58 同城付费会员数

及流量的增长， 以及实时竞价系

统和其他在线服务的持续优化升

级。 58 同城创始人兼 CEO 姚劲

波指出， 平台将持续改善升级 58

同城的生活服务平台， 努力提升

平台的运营效率。

京东数科推出

个人信用租赁平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日前， 京东数字科技发布小白信

用租赁平台“京小租”，并与新华

信用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

拓展守信激励场景， 推进社会信

用建设落地。

据悉， 京小租是使用区块链

技术解决消费租赁市场纠纷取证

难问题的信用租赁平台。 联合京

东智臻链，京小租已与鉴定中心、

互联网法院等形成去中心化存证

联盟， 用户与商家之间的租赁协

议、订单数据、租赁流程数据都将

实现“上链”。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

裁区力表示，信用服务拥有着“普

惠”的价值内核，理所应当为更多

人， 特别是普通用户带去更多便

捷服务的机会。

百度智能新品

激励用户记录和分享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百度上周发布旗下小度系列两款

人工智能硬件新品———小度电视

伴侣和小度在家 1S。 小度电视伴

侣定位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家庭

影院”，小度人工智能助手让用户

摆脱传统遥控器；小度在家 1S 智

能音箱升级了颇受好评的儿童模

式， 并在内容资源上获得进一步

扩展。 百度方面称，从 3 月起，以

激励和引导用户用短视频记录、

分享与小度的日常故事为目的。

小度放映厅将每月推出一系列精

心制作的短视频， 其内容均来自

用户真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