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零售，为我互联
2015全球无缝零售调研中国洞察

无论是专注线上的电商企业，还是扎根实
体的传统零售企业，未来，能真正以消费者体验
为中心，调动一切技术手段做到线上与线下资源
整合，才能最终从这轮无缝零售大战中胜出。

实体店打响“逆袭”之战
1995年亚马逊在美国成立，拉开了
全球电商蓬勃发展的大幕。随后，中国
的电子商务浪潮顺势开启，2003年淘宝
成立，2004年京东成立，2008年1号店
成立……至201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国
内电商平台破土而出，前赴后继地杀入
网络购物这片乐土，对传统零售业带来
了巨大的冲击波。
如今，伴随着不断更迭的数字技术
和被“伺候”得愈发挑剔的消费者，中
国零售市场已然发生巨变，实体店业务
急速萎缩，消费者需求瞬息万变，大量
传统零售企业陆续做出关闭门店的痛
苦决定。甚至有声音认为，传统零售业
已被互联网彻底颠覆，实体店终将被电
商全面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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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会这样吗？
2015年，埃森哲连续第三年发布了
全球无缝零售消费者调研。针对中国零
售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我们发现了几组有
趣的数据（见图1）：
• 网络购物仍是大势所趋。在过去一
年中，只有32%的中国消费者增加了
在 实体店的购 物 频 率，与其 相 对
的，88%的中国消费者增加了在PC端
的网购行为，59%增加了在平板电脑
端的购物。
• 移动购物继续爆发增长。2014年80%
的中国消费者增加了手机移动端的
购物频率，移动购物交易规模占在
线购物的比例达到33%。

另据艾瑞咨询的统计，2014年中国
移动购物交易规模超过9千亿人民币，
未来几年仍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预
计2018年移动购物市场交易规模有望
超过4万亿元1。
从以上这些数据来看，实体店的
未来，似乎真的不乐观。
但是，另一组最新数据又显示，实
体店的未来，依然掌握在他们自己手
里。此次调研中，有59%的受访者认为
在实体店购物非常方便；而觉得移动购
物非常方便的消费者只有33%。
“非常
方便”是一种用户体验，而提升用户体
验又是所有零售商的毕生追求，透过
这组数据，不难发现实体店正坐拥着
这一重要优势。

图1：过去一年，是否增加了该渠道的购物活动（包含浏览、购买等任何购物环节）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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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实 体 店 聚 合 平台 的 购 物中
心，也依然保持着增长势头。据商业地
产研究院统计，2014年全国新增购物中
心的总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一线城市
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预计到2015年底，
北上广深等中国四大城市的购物中心
面积将增加约40%，而16个较小城市的
供给量将翻番，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武
汉、重庆、成都，增加至少1.5倍。除了数
量上的增长，商业地产也出现了明显的
变革趋势。随着电商等业态的兴起，实
体店的价格竞争已经不具备优势，但是
线上无法提供的休闲娱乐体验逐步成
为线下商业发展的重点。消费者更愿意
为体验、环境、服务买单。2
注重体 验式消费，正是中国商业
地产当前的变化趋势。经过过去十年
爆发式的投资增长后，中国商业地产已
经进入“去粗存精”阶段，开发商从传
统的“关注业绩胜于关注消费者”，转
向“重视消费者研究”。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发生了显著变
化：购物空间立体化（全渠道购物）、购

59%

物时间碎片化、购物方式移动化、信息
传播社交化。购物行为的这些变化，直
接颠覆了原先在某一固定时间、固定场
所进行商业消费的购物习惯。商业地产
面临这种购物习惯转变的冲击，开始出
现两大变化趋势：一是大力发展O2O，
利用互 联 网引导 顾 客 的 线下消 费 需
求；二是加强体验式产品，与网上购物
形成差异化竞争。
埃森哲认为，这些变化趋势就是
实体店捍卫自己未来的重要方式— —
在保持“非常方便”这种用户体验优势
的同时，借鉴并融合电商所长。具体而
言，移动端购物的发展、实体店持续回
归的趋势、更多元的购物渠道需求以及
消费者对最后一公里的极致追求，将
合力推动“电商”和“店商”走向新一
阶段的竞争与合作。

迷局1：移动购物来
势汹汹，实体店出路
何在？
移动购物是大势所趋，但
并不意味着零售商就可以放
弃其他渠道。
事实上，实体、PC端和平
板等渠道的活跃程度同样在
增加，且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
意尝试在网购之后去实体店取
货。而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体
验也需要实体店来补充。

埃森哲结合2014-2015年全球无缝
零售消费者调查发现的中国消费者需
求变化，为传统零售企业总结了三条锦
囊，帮助打赢这场“逆袭”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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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囊一：务实投资数字技术
移动购物虽然发展很快，但端到
端的体验并不令人满意。受限于网络环
境、手机屏幕大小，移动端下单虽然方
便，但商品信息的描述、促销信息的浏
览仍不及PC端和实体店高效。在埃森
哲的调研中，只有33%的消费者认为手
机端购物非常方便，而认为实体店和PC
端 购 物 更 方便 的消 费 者比 例 分 别为
59%和48%。
（见图2）
这一发现提示零售企业，除了积
极利用数字技术继续提高移动端购物
的 便 捷 性 ，更 要 擅 于 通 过 其 他 渠
道——特别是实体门店——来弥补移
动端购物体验的不足。
埃森哲在去年的《转型无缝零售》
报告中曾提出，数字技术不仅仅支持
着移动端的购物，更可以用来提升门
店购物体验。今年我们仍然看到了这
一趋势，消费者对五大可以提升门店购

物便利性的移动数字服务表示十分期
待（见图3）。零售企业若能在这五大
数字服务上加大投资，便可通过提升
店内移动购物体验来增加销售收入。

需要提醒的是，并非所有数字技
术投资都能获得消费者认可。对于下面
这些数字服务，只有1%-2%的消费者表
示感兴趣，大部分消费者并不买账：

这五大数字服务分别是：

• 连接社交媒体，了解最新趋势和朋友
圈推荐

• 店内网购：在门店内扫描购物，商品
直接配送到家
• 店内导航：在手机屏幕上显示门店全
景，帮助顾客寻找所需商品

• 销售人员手持平板电脑提供服务
• 商品导购技术，如通过体型扫描为顾
客推荐服装尺寸，或根据顾客肤色挑
选合适的商品

• 店内上网：在门店内提供免费Wifi
• 店内移动支付：在店内用手机自助结
账，避免排队
• 店内推送：在店内用手机获取实时促
销信息

• 集中提货服务，在多层或多个商场购
物时，可在一个商品集中点提取商品
• 电子账单服务

图2：在该渠道完成购物是否方便/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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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零售商有哪些服务能提高你的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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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很多零售商都在尝试利用新
的技术手段提升顾客在实体店内的购物
体验。如美国的梅西百货（Macy's）、沃尔
玛、英国的维特罗斯超市（Waitrose）、
乐购等利用iBeacons技术对店内顾客进
行信息推送服务商品 3，当消费者在店
内浏览相应区域时，商家就会向顾客的
手机发送相关商品信息、促销信息和优
惠券；维特罗斯还使用该技术让消费
者扫描条码，最后通过移动钱包来进
行支付。
国内零售商也在积极布局移动支
付，如永辉超市、物美、卜蜂莲花、家乐
福以及一些区域性零售商（如武汉中
百、苏果便利店等）已陆续接入微信支
付或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服务。其中，
永辉超市推出的微店APP还支持线上下
单支付、线下提货和线下门店购物、手
机线上付款这两种“快速通道”服务。
支 持高 精度 店内 导 航 和 互 动 的
iBeacons等技术目前在中国零售企业中
尚不普及。不过令人期待的是，阿里已
联手一些实体商场（如银泰百货）通力
推广逛街神器“喵街”4，这是一款不仅
支持商场导航、停车找位等传统购物导

10%

店内移动支付：
手机自助结帐

航功能，而且还可以支持店内导航、餐
饮 排 队等 新 服 务 的一 站 式 购 物 服 务
APP。虽然实战效果和消费者的接受程
度还有待时间证实，但这种电商平台与
实体店零售商打通线上线下资源、谋求
携手共赢的合作之路，无疑是未来零售
企业打造无缝零售的主要方向之一。

给中国零售商的启示
• 虽然移动购物仍将保持强劲增长，
但其它购物渠道同样不容忽视，尤
其是实体店；

迷局2：数字技术是
万能的？
消费者对数字 技 术尤其
是店内移动技术感兴趣，但并
非所有技术都能获得认可。消
费者青睐的是实实在在可以
提供购物便利的技术服务。技
术的起点和终点都应以消费
者体验为中心。

• 借数字技术和移动技术提升实体店
内的购物体验，和提升移动端本身
的购物体验同等重要；
• 在众多移动技术中，零售商在场景
化购物方面（店内移动支付、店内导
航）的技术投资需要加快步伐；
• 零售企业在数字技术上的投资要务
实，并非越炫酷或者越创新就越好，
紧密围绕客户体验、基于消费者需
求的技术投资才能为零售商带来真
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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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囊二：360度包围消费者
移动端的发展和实体店的回归，使
中国消 费 者 的购 物 渠 道 变得更 加多
元。一方面，各电商和零售商大平台战
略的厮杀使消费者可以很简单地从一
家零售商转换到另一家，削弱了零售商
的品牌力量；另一方面，消费者分散和
复杂的购物触点也使零售商面临更大
的客户流失风险。

我们来看看，如果消费者打算从某
一零售商处购买商品，但其门店不在营业
时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见图4）
• 只有6%的消费者愿意等到第二天门
店开门；
• 69%期望能从该零售商的网站或手
机APP购买，这一比例远高于全球的
43%；

在任何一个触点，零售商可能只有
不到一秒的时间与消费者建立联系打
动他们，让他们产生 购买决 定。同样
的，在任何一个触点，消费者都可能因
购物体验不满意而改变消费决定。

• 与去年相比，接受“线上购买送货上
门”这种传统电商服务的消费者比例
从59%下滑至44%，而倾向于“在手
机APP或网上购买后去实体店自提”
的消费者比例则增加了一倍；

• 另外还有25%的价格敏感消费者会因
为零售商不在营业时间而放弃该零
售商，转而在网上寻找最优价格。这
部分人群的比例比去年提高了5%。
零售生态系统上任一触点的体验
偏差都可能导致顾客选择其竞争对手
的网络。要留住消费者，零售商需要在
每一节点周密考量可能发生的所有消
费场景，用360度的无缝体验去包围消
费者，满足他们的不间断购物需求——
即通过动态、开放、尤其是连续的多渠
道途径实现无障碍购物。

图4：零售商有你需要的商品，但不在营业时间，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59%

从该零售商的网站购买，
选择送货上门

44%
8%

从该零售商的网站购买，
选择门店自提（如有该服务）

16%
4%

使用该零售商的手机APP购买

9%
20%

在线购买，
但会寻找最好的价格

25%
7%

等到第二天实体店开门再买

放弃购买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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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6%
2%
1%

深耕无缝供应链

提供实时库存信息的寥寥无几。我们
考察了国内24家不同品类的零售商，发
现无一配备销售人员可以帮助消费者
预订缺货商品。

作为无缝体验的重要一环，零售
商尤其需要建立实时和透明的库存管
理体系，重新预估各个渠道的分配货物
量，打通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决战最后一公里

在上一年度的调研中，大部分中国
消费者还更喜欢送货上门服务，而在本
年度的调查中我们却发现，已经或愿意
采用先在线购物再前往实体店提货的
消费者比例较去年提升了整整一倍；同
时，近一半的消费者在去实体店之前有
兴趣在线或者用手机了解产品库存情
况（见图5）。但中国零售商能为消费者

中国的消费者恐怕是全球最挑剔
的消费者。近几年，物流和配送服务的
飞速发展使中国消费者对配送时间预
约 和 代 收 点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调 研
中，近一半的受访消费者期待所购买
的商品可以当天到达，90%希望可以预
约配送时间，33%希望附近可以有代收
点（见图6）。消费者对配送速度和配

送灵活性的挑剔对传统零售商可能意
味着更多的机会，这也是零售商需要
极其重视并提升的购物体验之一。
未来，电商需要在城市和社区部
署配送和仓储资源，或者与线下零售商
合作才能满足消费者的更高需求；而线
下零售商则可通过前店后仓，开发增值
服务等举措激活门店的多元化功能，
把线上和线下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做得
更好。

图5：更多的消费者期待能够实时了解库存，并在网购后愿意去实体店提货。
在去实体店之前有兴趣
在线或者手机了解产品库存情况

已经或愿意采用在线或
手机购物，然后前往实体店自提

2014年

47%

20%
40%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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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中国消费者对配送时间预约和代收点的要求越来越高。
66%

快速配送很重要

86%

希望当天达

46%

73%

预约配送时间很重要

预约配送时间，
并在附近有代收点

2014年

14%
33%

2015年

迷局3：最后一公里
是电商的事？
传统零售商同样需要考
虑“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包括
与线上平台打通，提供灵活的
退换货服务；以及店内预定及
配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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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给中国零售商的启示
• 线上零售商与传统零售商的同质化
趋势，正使零售商的品牌力量越来
越弱，与之相比，360度的无缝体验
成为决定消费者购买的关键；
• 传统零售商品牌需要快速布局多渠
道，保证每一触点和场景的客户体验；
• 无缝购物对零售商的供应链管理提
出了更高需求，包括实时透明的库存
管理体系、可预约的送货时间和送
货地点、灵活的退换货处理等等；

• 激烈的最后一公里竞争正使线上线
下零售资源进入下一阶段的融合，而
门店是传统零售商在无缝零售下半
场竞争中获胜的筹码。零售商不仅
要从前端对门店进行体验式改造，
更需要从后端供应链出发，进行前
店后仓、开发增值服务等多元化改
造，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锦囊三：抓住“挑剔”经济的商机
为我互联时代，消费者变得越来
越“挑剔”，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谁
能满足消费者的“挑剔”，谁就抓住了
一个新的市场机会。
我们发现，零售市场上的“价格
战”正逐渐被“品类战”所取代，消费
者对线上线下的价格差已不如以前那
样敏感，购物的方便性和更加丰富的商
品种类正成为决定消费者购买行为的
两大关键因素（见图7）。因此，零售商
应该充分围绕这两个关键点，挖掘增
值服务的潜力，从“商品搬运工”向“服
务提供商”转变。

例如，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定 期
购”服务，如果熟悉的零售商可以提供
定期购服务，超过90%的消费者会增加
在该零售商购买日常用品（见图8）。因
此，1号店已 经 率先 推 出“ 定 期 购 计
划”，加入定期购计划的消费者不仅可
以享受价格就低的原则— —无论商品
的市场价格如何变化，消费者均享受
最低价格，而且可以获得极大的购物便
利性，一次性设定所需商品、购买周期
和订单时间，商家就会定期自动地提供
送货上门服务。

迷局4：决定消费者
购买渠道的关键点
在哪里？
尽管价格的影响力仍然
存在，但随着中国消费者网购
行为更加趋于理性，购物便利
性和选择多样性的重要程度
正与日俱增，成为决定消费者
购买渠道的关键点。

图7：相较前往实体店购物，选择在线购物的主要原因？
63%

方便，何时何地
都可以购物

62%
42%

更多选择

58%
40%

更容易获得
商品信息

56%
54%

更好的价格

2014年

55%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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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如果一个您信任的零售商，基于您的购买历史和喜好并在得到您的同意后，为您自动订购或配送商
品，您是否会增加在该零售商的消费？

80%

会增加消费

91%

65%

会增加超过一半的消费

2014年

2015年

除了购物的便利性，消费者做出购
买决定的另一个要素是丰富的商品种
类。在埃森哲连续三年进行的无缝零售
全球消费者调研中，发现不同于欧美市
场消费者偏向线上线下同价格同品类
同促销，中国消费者在线上线下价格、
品类和促销的偏好呈现出更复杂的一
面，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期望线下
零售商提供更多品类的商品。
另外，零售商还可以根据消费者的
个性化需求开发特定的产品和增值服
务，例如聚美优品推出的闪购、全球购
提供了更加优惠的商品价格和更加丰富
的产品种类；优衣库和H&M则推出旧衣
回收计划，力推可持续时尚的概念，顾
客可以将闲置的旧衣服打包送回门店回
收，同时还可以获得一张购物优惠券，
这些获得优惠券的消费者大多数都选
择了现场继续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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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给中国零售商的启示
• 挑剔的消费者带来挑战，也意味着商
机。零售商应调动一切线上线下资
源，抓住挑剔经济下的增长机遇；
• 不要陷入“价格战”或“移动战”的
误区，真正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通
过 增 值 服务为消费 者 创造 更多 价
值，才能赢得无缝零售之战；
• 随着传统零售商与电商的竞争从“游
牧战”转向“地面战”，未来电商与
传统零售商通过积极合作，才能扬
长避短，满足消费者的更高需求。

回归初心——消费者体验至上
中国传统零售商从感受到电商的
强烈冲击，到摸石头过河尝试发展电
子渠道，再到探究多渠道战略，最后发
展到如今的从竞争走向竞合，唯一不变
的初 心便 是 — —以消费 者 体 验为中
心。面对疲软的消费环境和更加挑剔
的消费者，如何更好地以消费者体验
为中心调动线上线下所有资源，抓住每
一次销售机会，是传统零售商增加收入
获得可持续竞争力的关键。
为我互联：企业需要将每一名消
费者都视为独特的个体，有着不同的
偏好、习惯和目标。因此，必须设计出
针对这些特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切实
满足广大客户的预期。

各种场景，贯彻将客户和体验放在首
位的宗旨。技术也必须务实，基于体验
之上的技术才能为零售商带来真正的
价值。
生态系统：没有企业能够独自掌控
整个端到端的体验，所有企业都必须
看清自身优势的来源，同时与生态系统
中的其他组织紧密配合，从而为顾客打
造最为出色的全面体验。5
差异取胜：线上线下零售商的生态
系统越来越同质化，如何在各大平台竞
争中突颖而出，差异化发展将是传统零
售商打造竞争力的关键。

体 验至上：企业仅仅通过新渠道
来提供服务还远远不够，必须确保恰
当、有效地利用各种新渠道，充分预计

关于2015埃森哲全球无缝零售调研
2015年埃森哲连续第三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无缝零售调研，旨在了解消费
者对于无缝零售的需求与变化和零售商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调研覆盖了包括中国
在内的近一万名消费者，和对13个国家近190家零售商的无缝零售能力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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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埃森哲
埃森哲注册成立于爱尔兰，是一家
全 球 领 先的专业 服务公司。作为《财
富》全球500强企业之一，我们的全球员
工逾33万6千人，为遍布120多个国家的
客户提供战略、咨询、数字、技术，以及
运营服务。在截至2014年8月31日的财政
年度，全球净收入达300亿美元。
埃森哲在大中华区开展业务已超过
25年，拥有一支逾一万人的员工队伍，分
布于北京、上海、大连、成都、广州、深
圳、香港和台北。作为绩效提升专家，我
们致力将世界领先的商业技术实践于中
国市场，帮助中国企业和政 府制定战
略、优化流程、集成系统、促进创新、提
升运营效率、形成整体竞争优势，从而
实现基业常青。
详细信息，敬请访问埃森哲公司主
页www.accenture.com 以及埃森哲大中华
区主页www.accentur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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