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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7日，当当网高调上线以中
高端鞋服品牌尾货为主的“尾品汇”

频道。同时，继有上市公司唯品会的

成功先例后，越来越多电商看到“闪

购”这一模式的商机。

截至目前，凡客、一号店、当当网

都已上线特卖频道。另据媒体披露，

天猫、京东也或将涉水“闪购”特卖模

式，相关计划正在酝酿当中。

电商瞄上尾货空间

原价 369元，特惠 79元，一双李
宁鞋以低于市场价三折的价格在凡

客特卖频道销售。

今年 4月，在 2012财年亏损近 20
亿元的李宁品牌为更快速清除库存，与

凡客两次联手推出“闪购”活动，产品涵

盖服装、鞋帽等，价格最低至 19元。
凡客方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有关与李宁品牌进行“闪购”活动

的盈利效果目前不方便透露。而李宁

方面对此也并未有官方消息透露。不

过，在李宁首次亮相凡客的活动中，所

有商品在 18小时内便被售罄，比计划
限时提前了 30个小时。
在凡客“五一”前发起的品牌特

卖周活动中，佐丹奴、森马、ST&SAT
等更多传统鞋服品牌也加入其中。

品牌特卖凡客视为打破自有品

牌传统模式的重要一举。李宁在凡客

平台首次进行特卖的第二天，凡客副

总裁许晓辉就在其个人微博上表示，

“凡客自有品牌+零售渠道”两条腿走
路的模式已经建立，只是近来愈发清

晰，而渠道形式会有更多探索，或可

看做是“线上版百丽”。

无独有偶，当当网“尾品汇”也被

赋予厚望。

尾品汇上线当天，当当 CEO李国
庆在微博上宣称，2013年当当在服装
品类的目标是 45亿元，尾品汇是其
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战。

不过，记者就当当网尾品汇进一

步计划向其负责人求证时，并未得到

回应。

有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折扣零
售市场规模约为 1600 亿元人民币，
预计 2015年，中国折扣市场规模将
达 5608 亿元人民币，2011—2015 年
的复合增长率超过 50%。
“现在服装行业高库存的局面，

到了电商开设特卖频道最好的时

机。”电商观察家鲁振旺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

“整个服装 3000亿元市场，空间
很大，当当今年要力争服装网购前

三！”李国庆在当当尾品汇上线当天

的微博上同时表示。

事实上，尾品汇一上线，就被指

欲在特卖市场与唯品会分一杯羹，两

者连名称都如此相似。

于 2008年年底成立的唯品会，率
先在国内开创“名牌折扣+限时抢购+
正品保险”的商业模式。仅三年后，便

于 2012年 3月在美国纽交所上市。
来自该公司的财报显示，特卖市

场的确具有诱人的吸引力。据其 2012
年第四季度未经审计财报披露，唯品

会第四季度净营收为 2.996 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184.8%，并首次实现
单季度扭亏，GAAP净利润 630 万美
元，净利润率为 2.1%。

截至发稿，该公司尚未公布今年

一季度年报，但在其年报中预计，今

年第一季度唯品会净营收为 2.65 亿
美元到 2.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约 162%到 167%。（下转第十二版）

本报记者赵雪

鞋服尾货电商扎堆闪购特卖

2013年 4月 26日上午，北京工商海淀分局邀请辖区
内 30余家医疗药品机构负责人，及搜狐网、新浪网、百度
网、优酷网等 10余家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的广告负责人
召开违法医疗广告专项整治会。根据近期国家工商总局

等八部委“关于整治虚假违法医疗药品广告专项行动”的

工作精神，工商海淀分局广告监督管理科就近期对违法

医疗广告开展的专项整治工作的成果进行通报。自 2012
年底至今，工商海淀分局对北京中仁中医医院等 10家医
疗机构在自设网站发布违法医疗广告的行为进行立案查

处，责令立即停止发布违法广告，现已办结 6 件，罚款额
共计 18万元。

工商海淀分局对违法医疗广告进行专项整治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二三四线城市在团购企业整体

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行业寒冬下部分

企业的退出更是给幸存的团购网站

留下大量的空间，拓展这些市场已经

势在必行。”满座网 CEO冯晓海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经历了过去两年的关闭潮、撤站

潮和裁员潮之后，日前，幸存的团购

企业再次开始了在二三四线城市的

跑马圈地。虽然本轮的扩张普遍比

较谨慎，诸如美团提出 2015 年做到
1000 亿元的激进做法仍然值得警
惕。

再圈地二三四线

从 2010 年到 2011 年大发展期
间，团购企业高峰时期的总数一度达

到 6202 家，经历了 2011年下半年开
始的行业寒冬之后，目前剩下的正常

运营中只有 1928家团购网站。作为
行业变迁的佐证，曾经的行业老大拉

手网一度沦落到了一线阵营之外。

“2011年的扩张有点儿超出了自
身的能力，当时提出 3个月做到 100
个城市，结果出现很多问题，不得不

收缩、调整，并总结经验教训。今年年

初，我们再次提出了发展二三四线城

市的计划，就目标上来讲已经理性了

很多。”冯晓海说。

据悉，就满座网来讲，新开站点

的数量已经不是考核的主要目标，而

是根据站点的发展尤其是盈利能力

来决定是否继续新开站点。“当一个

站点达到盈亏平衡，或者亏损不断收

缩到一定程度，有了盈亏平衡的趋势

的时候，我们才会考虑去开新的站

点。”

满座网在二三四线城市的扩张

只是团购行业的一个缩影。

目前，美团网将在乐山、南阳、营

口、莆田、枣庄等 20 个城市开新站，
拉手网也启动了涉及大量二三线城

市销售等职位的“千人招聘”。此外，

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糯米网和大众点

评团也在二三线城市接盘了数家 24
券、团宝网倒闭后遗留的城市分站。

“一线城市向来是团购企业的必

争之地，目前已经基本上饱和了，而

广大的二三四线城市虽然在前次扩

张中有所挖掘，行业寒冷时期又基本

上被放弃了，如今则成了企业再一次

突破的主要支撑。”团 800联合创始
人胡琛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实际上，目前一线城市的团购市

场占比很少，甚至勉强与二线城市持

平。根据团 800收录的 218个城市最
近一周的销售数据，北上广等一线城

市占比只有 20.2%，而且与上期相比
略有下滑；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级以

后城市则分别占比 24.4%、30.7%、
17.9%。

千亿目标存隐患

“比较往年与今年团购企业的两

次扩张，目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前次的扩张主要是通过扩充规模

吸引投资人注意或者冲刺上市，而本

轮的扩张则在企业人力、管理等因素

达到一定程度上自然而然的扩张。”

冯晓海认为。

虽然本次在二三四线城市的扩

张整体趋于理性，部分企业的目标仍

然令人非常吃惊。例如，美团 CEO王
兴就提出，力争 2015年营业额达到
1000亿元。
“美团一直是团购行业中比较稳

健的企业。即使在 2011年行业普遍
大跃进的时候，美团依然没有过多在

目标的高低上花时间；在同年下半年

行业普遍撤站裁员的时候，美团同样

没有明显的类似现象。”一位要求匿

名的行业观察人士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说。

值得肯定的是，美团也是团购行

业少数的销售额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的企业之一。从 2010年到 2012年，
这家企业的年销售额分别为 1.4 亿
元、14.6亿元和 55.5亿元。不过随着
基数的扩大，增长幅度已经从 9.43倍

降低到了 2.77倍。
记者粗略计算，如果达到 2015年

1000亿元的销售规模，美团必须在之
后的两年保持 3—4倍的增长率，这对
目前已经降低到了 2.77 倍的增速来
说，无疑是个挑战。即使按照美团网的

说法，只需要保证人均 500万元的年
销售额，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目前，美团继拉手之后牢牢占据

着团购行业第一的位子。不过，冯晓

海认为，寡头企业一般是达到 50%左
右，美团不过 35%的份额难以成为行
业寡头企业。“因为团购是一个很散

的行业，即使一个餐饮都可以分出不

计其数的细分领域和环节。”

“团购就像长跑，400 米是一道
坎，很容易让人不适应，这就像过去

两年行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

之后就是匀速的过程，就像现在大家

都在脚踏实地做业务。而到了 1500
米之后，就会是一段加速。”冯晓海认

为，未来团购行业的发展将会更趋理

性。

资讯

团购再圈地 美团千亿跃进存隐忧
本报记者 郭奎涛

360启动第三届电脑健康日
日前，由共青团北京市委、中关村管委会指导，中关村团工

委协办，360公司主办的第三届“全国电脑健康日”在京启动，并
现场发布了《2013中国电脑健康调查报告》，为根除长期困扰电
脑用户的“开机慢、运行慢、上网慢”三慢症状提供解决方案。同

期，360联合团市委等指导单位发起社区电脑义诊活动，由 360
工程师为市民免费修电脑。360还将推出“专家招募计划”，招募
电脑极客和线下维修服务商加入 360电脑专家开放平台。
积木宝贝向前冲宝宝秀启动

日前，积木宝贝国际早教承办的全国大型家庭亲子秀活

动“积木宝贝向前冲———全能星宝宝 show”在京启动。据悉，
本次活动将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全国各地家庭可通过

父母在线网站、积木宝贝国际早教的官方微博报名参与。该公

司被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正式授为早教实验

基地。其课程体系由中科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

ITLA（国际玩具图书馆协会）共同研发，独创“体能、智能、心理
能力”三维平衡发展理论。2013年是积木宝贝品牌成长年。
开滦兴隆员工登中国好人榜

近日，在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的 2013年
3月份“中国好人榜”评选活动中，开滦兴隆公司诚实守信、爱
岗敬业好人、优秀员工董桂艳荣登 2013年 3月份“中国好人
榜”。这是继 2012年董桂艳获得“感动中国百名矿工”、“最美
承德人”后的又一殊荣。董桂艳是开滦兴隆矿业恒力公司一名

普通女车工。20余年如一日，在车工工作岗位，脚踏实地，爱
岗敬业，勤奋工作，当车工 24年她干了 36年的活儿，提合理
化建议 40多条。 （白文刚）

北汽集团用文化培育正能量
2013年 5月 5日，北汽集团“五一”国际劳动节职工“家”

年华活动在北京汽车研发基地举行。活动上，全国总工会向北

汽集团颁发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对北汽集团工会长期以

来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北汽集团工会还宣布成

立“北汽集团职工艺术团”，为北汽集团职工创造良好的工作

氛围。用文化培育职工品格，用文化服务职工生活，为北汽集

团的文化建设注入正能量。

中华母亲节推进会在京举行
日前，首届中华母亲节推进会活动在北京举行，北京多个团

体、在校学生、社区居民等 200余人在推进会现场，共同呼吁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母亲节，以此弘扬中国传统，凝聚中国力量。此次

活动得到了市区相关政府部门与和平里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

和通力合作，慈善家陈光标也为此次活动捐赠了鲜花。“恳请领

导把建设中华母亲节的工程纳入工作范围并有所指示、指导。”中

华母亲促进会会长李汉秋教授代表会议宣读呼吁书。

陶二矿职工获“五一劳动奖章”
日前，从全国总工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传来喜

讯，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陶二矿职工索维利荣获“2013年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这是邯矿集团唯一获得者。索维利自 1988年参
加工作以来，一直奋战在生产第一线，他虚心好学，勤于思考，

刻苦钻研业务技术，从一名普通机电维修工成长为机电专业的

高级技师，具备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精湛的业务技能，磨炼出

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优秀品格。 （张维 柴顺利）

招行跨境金融助推中企走出去
5月 3日，由中国银行业协会贸易金融专业委员会主办，招

商银行独家承办的“2013跨境人民币业务高峰论坛”在广交会期
间盛大开幕。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冯红、中国人民银行货币

政策二司副司长郭建伟、国家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张夏令、招商

银行副行长唐志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李思敏到场

致辞，中国银行业协会、十余家商业银行、百余家企业的代表应

邀出席，论坛主题为：人民币跨境使用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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