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拼团不同模式对比

运营模式

宝妈团长 + 小程序订单

便利店经营者+小程序订单

企业代表

你我您、邻邻壹、

十荟团、食享会等

考拉精选、 兴盛

优选、永辉拼团、钱大

妈等

优势

基于邻里间强关

系， 商品推广可以得

到更多信任

线下便利店作为

引流入口， 亦可作为

生鲜商品的小型仓

不足

雇佣关系松散，

主要靠利益驱动，团

长容易流失

直营类、连锁型

的线下门店，其经营

者动力比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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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吸引流量“新奇特”赋能平台

社区拼团现阶段主要还是比拼资本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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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拼团是当下消费领域最

炙手可热的赛道之一。通过以

线下社区为中心，以团长（通

常是宝妈、 便利店经营者）为

分发节点，消费者可通过微信

群、小程序等工具，拼团购买

生鲜、 日化用品等。 自 2018

年下半年起，这一赛道也成了

资本的“宠儿”，食享会、邻邻

壹、十荟团、松鼠拼拼、考拉精选

等头部项目纷纷获得千万到亿元

级别的融资。 京东、阿里、苏宁等也纷纷入局，

业内分析认为， 社区拼团俨然进入下半场，未

来由巨头型企业主导市场的可能性会更高。

社区拼团成零售热门赛道

家住天河的吴小姐最近迷上了跟邻

居们“拼团”———加入“团长”

（发起团购的

住户 ）

发起的微信群，挑好价格比市面上

要便宜几元到十几元的猕猴桃、 海参、红

薯等，在小程序购买后，很快就有“团长”

送货上门。

记者了解到，这就是当下消费领域中

比较热门的社区拼团。 通过以小区为单

位，辐射圈内的消费者通过团购平台预订

商品，平台按量来采购直销，从原产地、工

厂、大型中转仓直接送达社区，中间可以

省去的成本则是商品的差价。 因此，社交

拼团的价格会相对较低， 易于吸引消费

者，用户数量正不断增长。

以目前头部企业“兴盛优选”为例，据

亿欧网报道， 兴盛优选 2019 年 1 月份的

GMV

（通常指电商平台的成交金额）

达到

3.7 亿元，日订单超 100 万单，在众多的社

区拼团企业中暂列首位。 据最新公布数

据，“兴盛优选”4 月份日订单数已达近

180 万。

社区拼团的火热也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创业者。 记者在创投数据平台 IT 桔子

搜索发现，目前与“社区拼团”相关的公司

有 10811 家。 2018 年下半年开始，社区拼

团也成了资本争相布局的新风口。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2018

年下半年有近 13 家社区团购平台共融资

近 20 亿元。 考拉精选、你我您、呆萝卜、十

荟团、邻邻壹、谊品生鲜、兴盛优选、松鼠

拼拼、虫妈邻里团等头部项目纷纷获得千

万到亿元级别的融资，知名投资机构今日

资本、IDG 资本、真格基金等悉数入局。据

不完全统计，2019 年第一季度， 社区拼团

领域又发生了 8 起融资案例，金额总计 25

亿元。

那么，这些社区拼团平台又有哪些类

型呢？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社区拼团涌现

出的初创公司有以下几种：垂直的原生拼

团平台，如呆萝卜、食享会、邻邻壹等；工

具类服务商，如多点、订单兔、蝌蚪精选、

蔬东坡等；拥有门店或电商资源的平台孵

化的拼团业务，如快消 B2B 背景的兴盛优

选、考拉精选，电商苏宁孵化的苏小团等。

“新奇特”赋能社区拼团平台

记者采访中获悉，“团长” 在社区

拼团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 消费者

需要在团长的微信群上购买后， 平台

才会向供应商下单采购。目前，社区拼

团平台的团长主要为宝妈及便利店经

营者。

其中， 团购团长以宝妈为主的有

你我您、十荟团、食享会等。 公开资料

显示，“你我您” 创立于 2016 年 9 月，

率先在长沙推出微信群团购，以 20%~

30%的增速实现了 10 多个城市的迅

速拓展，目前业务已覆盖了湖南、广东

等地。 2018 年 8 月， 你我您已完成

GGV 领投的数千万人民币 A 轮融

资，是早期获资的头部团购项目之一。

记者梳理发现， 其运营模式主要

是通过团长微信群开团来实现用户获

客、商品推广和用户进行交流，用户再

通过分享的小程序下单， 订单量统计

至平台进行采购， 产品最后配送至团

长处进行分发或自提。 团长能从中提

取销售额的 10%左右的佣金。

据了解， 还有的平台则是以便利

店经营者为团购团长。 以考拉精选为

例，其模式是便利店主为团长，用户线

上下单、线下自提。 天眼查显示，考拉

精选的主打导流商品是生鲜， 对线下

的仓储有较高要求。业内分析认为，便

利店大多拥有冰柜、冰箱等，能够节省

前期小规模单量下的自提仓储成本。

兴盛优选也是如此，目前已在全国 11

个省份 400 多个城市开展业务， 门店

拓展超 5 万家。 记者致电咨询团长招

募时，其工作人员就表示，应聘团长还

需要有实体店铺。

另外，平台品类也很关键。记者对

比多家平台发现， 生鲜类产品成为首

选，如你我您 40%是生鲜，还提供日用

品、 小电器等； 考拉精选 50%的是生

鲜，其他是新奇特产品和标品；食享会

60%是生鲜，还提供休闲零食、美妆用

品等。

“跟社区店、电商相比，社区拼团

需要形成产品差异化。”银河系创投联

合创始人蔡景钟认为， 社区团购的基

因还是卖商品，首先一定要做生鲜，高

频、刚需，刚开始品类要少些，慢慢增

加， 品类选择上尽量不能跟原来社区

店冲突，只能互补。 在他看来，非生鲜

类则要做新奇特， 比如无人机等超市

卖不了的产品。

巨头入局让竞争更加激烈

据了解， 社区拼团的核心竞争力

就在于更多依赖于线上互联网和社交

平台发展的红利， 对平台而言运营成

本更低。 不过， 运营中也存在不少问

题，如商品非刚需、损耗大等。

“对于社区团购的增长和拉新，很

多时候是非常依赖居住在社区里的团

长来拉动的。同时，团购本身就不是高

毛利和高门槛的销售渠道。”网经社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告诉记者，

很多社交拼团玩家把生鲜作为切入

口，但生鲜行业标准化程度低、损耗率

高、品控难度大等难题，仍然未得到有

效解决。

艾媒咨询分析师李松霖认为，目

前社区拼团同质化问题严重， 产品缺

乏核心竞争力， 商业模式过于简单且

门槛低；其次，社区拼团单次发起，一

般以生鲜水果和食品商品为主， 这类

商品在运输、 储存等环节容易出现质

量问题，造成损耗；第三，团长是社区

拼团每单关键所在， 但却存在容易流

失的问题， 甚至部分团长带着团购群

转向竞争产品；最后，部分社区拼团企

业缺少线下实体店， 容易使消费者产

生不信任的感觉。

而互联网或零售巨头的入局，也

让竞争更白热化。记者梳理发现，2018

年 11 月，京东上线了“友家铺子”小程

序，主推服装和日用百货等；2019 年 1

月， 苏宁宣布苏宁小店正式上线社区

拼团功能，预计今年内招募 10 万名团

长， 开出 4000 家苏宁小店……京东、

阿里、苏宁、百果园、永辉超市等纷纷

布局，赛道俨然进入下半场。

目前， 社区拼团的并购正不断上

演， 头部企业中的食享会在台州进行

并购、 美家优享并购石家庄本地企业

鲜乐拼、 邻邻壹并购徐州的逮捕生鲜

等。 曹磊认为，越来越多的玩家入局，

使得这一风口行业即将进入混战局

面，以考拉精选为代表的“店+群”的

模型在未来将会取代“宝妈”社群。

李松霖向记者表示， 社区拼团下

半场的竞争将有更多的巨头企业入局

其中，包括线上电商、线下零售集团、

大型供应链企业等， 这部分企业在线

上运营能力、供应链管理、资金实力等

方面都优于目前社区拼团多数玩家，

未来由巨头型企业主导市场的可能性

会更高。“面对未来社区拼团行业的竞

争，平台需要在供应链环节更加优化，

比如自建供应链， 或尝试线上线下店

仓结合的模式。

百果园、钱大妈都有“社区拼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