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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业务将被边缘化

!!!!!!

有消息称! 苏宁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张近东
!"

亿参与苏宁电器定

增当即浮亏
#$%&'

" 苏宁电器发布

的上半年业绩快报显示!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亿元 !

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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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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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同比增长
*%*&'

"

电商冲击是苏宁电器业绩下降

的主要原因" 苏宁解释称!

$+($

上

半年企业发展面临内外部的挑战"

一方面! 外部宏观调控政策继续推

进!家电市场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

面!苏宁开始搭建新的业务架构!更

加注重成本效益的考核分析! 短期

内公司效益实现有一定的压力"

作为应对电商冲击! 苏宁决定

推出线上线下同价"据悉!按照苏宁

易购方式的双线同价的方案! 苏宁

线下实体店电脑
,-

产品的价格将

向线上看齐! 也就是实体店电脑及

配套产品的价格将有一定的下调"

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

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苏宁线上线下

同价!在当前来说是行不通的!因为

价格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 不是

由苏宁一家决定的! 并且苏宁对手

很多!市场份额的竞争很激烈!线上

线下同价是不可控的"

苏宁受大环境影响和对手冲击

业绩下滑!品牌价值减弱

苏宁易购是近一年来苏宁主推

的业务! 进入
.

月后反而加大资金

投入! 似乎并未受到现金流紧张的

影响"然而数据显示!苏宁易购上半

年仅实现销售额
"$%/

亿元!并未达

到预期的
*+

亿元!显示大力促销的

效果不够理想" 而这连累了苏宁"

苏宁为了挽救苏宁电器实体店

的销售业绩!推出线上线下同价"对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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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士杨世界告诉记者!

线上线下同价有助于苏宁易购简化

内部流程$ 为消费者灌输对等价格

消费观念"

苏宁股价大跌除了受传统行业

市场疲软因素之外! 还有其电商平

台的软硬件部署等因素的制约" 苏

宁打造线上线下双管齐下之策!表

面上看很完美! 但是其内部却属于

线上线下互博之势"

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

认为! 造成这种情况跟大环境和竞

争对手冲击有关"%前几年电商高速

增长是非正常的现象!钱不是挣来!

而是抢来的"比如!家电方面的盈利

增收不是本身带来的! 而是靠政策

补贴带来的! 外部刺激占有绝大比

例"目前!大环境不好!经济疲软!不

论是资本市场还是消费市场都不景

气#另外就是!许多新的电商的涌现

挤掉了一部分市场份额" 在这种情

况下!苏宁等难免会出现负增长" &

陆刃波说道"

杨世界称! 苏宁线上和线下的

矛盾就是业内所说的 %左右手互

博&!此举严重损坏了上游的供应链

格局! 而且近来苏宁易购的售后服

务被投诉很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消费者对于苏宁这个品牌的价值

力"

苏宁易购高额营销成本未奏

效! 恶性竞争或致边缘化

最新电子商务研报显示 !天

猫$京东$易购$亚马逊 $当当等五

家公司列为
2$-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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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缩写! 其中文简称

为%商对客 &(市场的主要角逐者 "

而苏宁也正与对手陷入最激烈的

价格战之中!利润被高昂的营销成

本侵蚀"

苏宁易购方面巨额的营销费

用! 已经造成苏宁电器的盈利水平

下滑" 公告表示!在费用方面!公司

为提升苏宁易购的市场份额! 加大

了针对线上业务的各项投入! 包括

广告宣传$促销等" 从线上广告$户

外广告$报刊杂志$电视广告!到选

秀节目赞助! 苏宁易购的广告随处

可见"

价格战方面也是愈演愈烈" 苏

宁易购曾放言!%苏宁易购会连续掀

起低价风暴! 主要目标就是要干掉

京东) &对当前来说!也没有更好的

办法" %苏宁易购大力投放广告!持

续发力价格战! 只能说对于当前来

说是比较有效的手段" & 陆刃波说

道"

杨世界认为! 苏宁易购大力投

放广告!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通

过巨大流量变现!获得商业盈利#二

是通过巨大流量获得消费者对于苏

宁易购品牌的认知力"然而!从目前

来看!这两个方面都未实现!长此以

往!苏宁易购会被边缘化"

面对业绩倒退!如何调整!如何

平衡线上和线下! 成了当前苏宁需

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已

经谈论了很多年! 可是依然没有定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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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系新婚家电盘点
树叶遮挡身体的半裸婚纱照!以

自制易拉罐圈代替戒指!在珠穆朗玛

峰上体验一回藏式婚礼!以此拉开重

走青春的序幕!

/+

后的结婚主张是

不走寻常路" 凭着对时尚的敏感度!

在结婚家电的选择上!

/+

后的年轻

一代也一定要拥有最流行的设计!最

前沿的科技"无论是注重外观设计的

新潮!还是注重功能的%前瞻&体验!

量身定制的%潮&系家电组合一定让

你全方位享有新婚家居体验"

!"#$%

冰箱满足你的艺术范

/+

后的文艺夫妻对自己的生活

有一套自己的想法!看似%随意&!却

在细节之处彰显其%艺术%品味与对

生活的主张"

在文艺夫妻的家中!一款艺术感

极强又带些小清新味道的冰箱!绝对

是厨房的主角" 其清新丰富的细节!

淡雅清秀的色彩!立刻为文艺夫妻的

新家诠释出一股清新的艺术风格"伊

莱 克 斯 携 手 欧 洲 著 名 设 计 师

I3(57,>97<4:6

! 共同打造了融合了东

西方美学文化的%欧雅柳韵&艺术冰

箱" 中国传统柳树元素的加入!让原

本平淡无奇的冰箱顿时充满了艺术

气息!其巧妙地将北欧绘画风格与中

国传统元素搭配在一起! 中西合璧!

秀外慧中" 另外!%欧雅柳韵&艺术冰

箱特有的中间变温室宽幅控温!可以

在
8($!

到
J/!

之间进行任意的温

度调节!能为每种食品都提供最佳保

鲜温度"智能变温室!多段自由选择!

满足有点%作&的文艺青年们对食物

口感的要求"

&'()*

智能电视感受知性幸福

除了文艺!%潮&系家电同样也寄

托着幸福和温暖" 如今!随着智能电

视的诞生!使我们对电视的应用已由

传统的%看&电视完成向%玩&电视的

转变"一款大屏幕的智能电视不仅能

为客厅增色不少!更重要的是!通过

%玩&电视!让年轻夫妻彼此亲近!提

升幸福感" 同方
1K!+++

电视就是

这 样 一 款 有 爱 的 电 视 " 基 于

L6M<:5M.%+

系统强大的核心动力!同

方
1K!+++

实现了电视与手机$电视

与电脑$电视与平板间的互联互通多

屏互动功能" 搭载了
N::O(7

智能网

络浏览器!方便用户在网络冲浪时浏

览更多$更丰富的网络资讯" 内置的

无线
C5E5

不仅能灵敏地收集信号!抗

干扰性强!还可有效减少网线所带来

的室内凌乱感! 令家居环境简洁大

方" 同时!清华同方
.$1KG+++

系列

电视还给未来的家庭小成员做好了

准备" 其人性化地针对幼儿设置了

%星星国&电视社区!童趣味十足!有

利于儿童创新思维的养成! 不仅如

此!内置的清华云教育模块还将清华

附属中小学随堂课程纳入其中!并涵

盖了学前教育及成人教育的内容"

+,-./

剃须体验创新升级

对于刚成立新家庭的
/+

后的丈

夫而言!成为集完美个性$自我突破$

自信魅力$ 体贴顾家于一身的 %型&

男 ! 才 是 一 个 好 男 人 " 飞 利 浦

P764:1:3HQ

臻锋
GR

系列至型版电

须刀!能够同时满足剃须和理容的需

求"这款电须刀引入了可精准修剪胡

须$须茬$短须造型的可替换卡入式

造型器!并且革新性地实现了剃须刀

和理容造型器的自由转换"值得一提

的是!该款剃须刀头采用了飞利浦迄

今为止最先进的剃须系统***

GR

智

能贴合系统!该系统可无缝跟踪使用

者的每一个面部轮廓!搭配升级精确

的剃须刀头和顺滑剃须系统!能剃掉

每一根须发!从
+%";;

到
";;

的五

档长度调节!照顾到了从胡茬到鬓角

的各类面部毛发!可随心打造理容效

果!为男士带去臻锋极致的剃须效果

和百变的理容体验"

"光耀%

!双十一"#

!老实"点好
!双十一"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一场

电商的促销大戏# 如果要拿这次大规

模的集体促销跟上一波
/

月
("

日的

!价格战"相比$电商们显得!老实"了

很多%一是!口水仗"少了$没有了大佬

们自当代言人的公开!约战"$在依然

铺天盖地的促销宣传中$ 多了几分务

实&二是虚高的价格少了$虽然仍然有

为了促销!明升暗降"的情况$但之前

被商务部公开点名批评的!价格欺诈"

明显少了#

看起来$似乎情况在朝着更健康'

更完善的电商环境方向发展& 实际在

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对于
/

月
("

日

!价格战"的一种纠正#

单看
/

月
("

日的!电商大战"$简

直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 !草莽约架"$

试图称王称霸# 这种贯穿了 !成王败

寇"惯性思维的做法$能把所有的电商

都逼疯了# 为了达到目的而出现价格

欺诈'过度竞争等现象$就非常好理解

了#尽管从竞争的层面看$电商们在快

速发展下的确会出现!不是你死$就是

我活"的局面$目前正在出现!大吃小"

等方式的整合$但从商业本质上说$过

度滥用的价格战和不择手段的市场竞

争$ 不如回归有序的自由竞争更能让

多方共赢$从而创造出一个合理'和谐

的电商生态#

所以说$电商们!老实点"$其一就

要市场更规范点$在近些年驶入!快车

道"的电商发展中$改善各种不完善之

处$ 特别是要整合好线上线下的购物

便利'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各种关键

环节点&其二则是要更理性一点$沉得

住气$ 守得住江山$ 广东人所推崇的

!闷声赚大钱"是非常可取的#

无论如何$电商只是一种形式$应

当回归商业本质# 厂商要遵循经济规

律行事$ 更需要有符合规范的市场管

理'监控机制# 由此$网民们才能真正

享受网购的快感$ 也才能更放心地享

受网购所带来的便利#反过来$这对谁

都有好处# "黄启兵%

家用电器
不能长时间
超负荷使用

!!!!!!

干燥寒冷的冬天! 很多家庭开始

使用电器生暖" 消防部门提醒+冬季!

居民要特别注意用电用火安全! 家用

电器切忌带病工作!不能长时间$超负

荷使用"

初冬时节寒气逼人! 加之风干物

燥少雨!一些家庭会选用电热毯$电暖

气$小太阳等电器取暖!导致用火用电

用气大量增加! 由于使用方法不当或

器具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极易引发火

灾"

消防部门提示+ 一定要购买正规

合格的家用电器! 使用前要仔细查看

标志和说明!一旦家用电器出现故障!

要及时维修#不能让电器带%病&工作#

家用电器通电使用时不能离人! 不能

超负荷运行#少用电暖气$电吹风$电

熨斗等取暖设备烘烤衣物! 使用时操

作人员不要轻易离开#在建筑工地$库

房和员工宿舍等场所!不能使用电炉$

电暖气等大功率取暖电器# 严禁使用

明火取暖"

家庭应该添置哪些消防器材, 消

防部门有关人士介绍! 一般家庭可配

备手提式灭火器$ 消防过滤式自救呼

吸器$强光手电!有条件的家庭可配备

灭火毯$救生缓降器等"广大群众可根

据家庭成员数量$ 建筑安全疏散条件

等选购消防器材! 并仔细阅读使用说

明!熟练掌握使用方法!提高家庭自身

扑救初起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