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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疯狂动物城年中大战——

猫狗狮虎谁赢谁输？

年中考之惑：造节容易守节难

本应是一家独大的盛
大狂欢，以高调开场、过程
也算红火，但结果却并没有
想象中的那么乐观。这中
间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资
深媒体人士何帅看来，6·
18的这个结果，与京东自
身平台和面临的处境有很
大关系。

何帅认为，如今京东面
临的外部竞争相较于前几
年愈发艰难，尤其在天猫和
苏宁的联姻之后，两者在
3C领域对京东持续发难。
从4月份的“联合练兵”，天
猫和苏宁打通物流、服务等
渠道，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模
式频频在3C品类对京东发
起进攻。尤其本次6·18，
在天猫和苏宁已经投入了
将近8亿资源和商家玩出
各种新花样的基础上，天猫
电器城又追加6个多亿的
全场通用满减补贴，直接从
创新和价格方面让京东
面临更大压力。前有天猫
和苏宁的合围，后有国美等
逼迫京东展开价格直面竞
争，让京东多少有点自顾不
暇。此外，从本质来说，京
东自营平台模式存天然劣
势。对比淘宝双11和京东
的6·18两个电商购物节，

我们不难发现这背后其实
是品牌自营和京东平台自
营两种电商模式的根本区
别所在。这种区别在大促
阶段的分化尤为明显，天猫
这种品牌自营的平台，在平
台给予优惠和补贴之后，品
牌依然对定价和消费者沟
通有自己的主动性和节奏，
品牌可以自己去定制促销
计划。但平台自营，平台需
要低价，又要保证毛利，只
能去挤压品牌的利润空
间。不仅如此，阿里巴巴的
双11是全品牌参与营销，
各品牌商都有自己独特的
促销玩法，彻底激活了商家
的积极性，成千上万商家的
促销活动为双11积累了巨
大的消费势能，商家也想方
设法调动消费者的情绪。
而反观京东，由于其平台自
营的模式，第一步要做的就
是将采购价格变得更低，商
家没有主动性没有动力讨
好消费者。而京东自营长
期用低价促销作为拉拢消
费者的唯一手段，消费者已
经形成了对其惯有的认知，
价格不低不买。这就导致
市场上商家、消费者都玩得
不痛快，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了。

战报出，订单背后看门道

根据苏宁易购的6·18战报
显示，18日凌晨零点 35分 56
秒，苏宁易购就超越了2014年
6·18全天支付金额，到上午10
点04分，2015年6·18全天支付
金额被突破。当天苏宁易购全
渠道销售同比增长216%，移动
端销售同比增幅高达410%，全
国线下门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87%，空调、冰洗和手机领涨热
销榜。

19日，国美在线也发出了
捷报。18日当天，国美在线交
易额（GMV）猛增 536%，移动
端GMV则暴增650%，占比达
到72%。国美在线仅用2小时，
订单就突破100万单，凌晨3点
13 分，国美在线 GMV 突破
2014年6·18全天，在6点10分

突破2015年6·18全天GMV。
京东公布的数据如下：18

日 16点 03分 34秒，京东突破
2015年6·18全天下单量；6·18
全天,京东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
60%,其中,移动端下单量占比
达到 85%,是去年同期的 2.2
倍。当日京东新增下单用户中，
来自微信购物和手机QQ购物
的新用户数量是去年同期的2.6
倍，初步显示出了京东与腾讯携
手推出的“京腾计划”的威力。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根据京东公布的数据，在今年
6·18其全年最重要的节日上，
16小时只有1500万单，业内人
士全天预估为2400万单。但在
2015年天猫双11期间，京东17
小时完成2000万单，全天超过

3200万单。6·18京东在自己的
主场上，销量甚至不敌去年在双
11客场的情况。

此外，作为京东优势的3C、
家电虽然继续领跑所有品类，但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往年各大手
机厂商叫嚣第一的声势弱了很
多，甚至都不愿公布具体销量及
销额。而被誉为推动京东未来
GMV增长的第一类目服饰上，
相较于去年双11期间京东服饰
家居品类订单突破1300万单,
成为当天订单量最大的类目而
言，今年6·18，京东服饰未有任
何数据对外披露，仅其CEO沈
皓瑜对外回应称，今年服饰品类
的销售数据有所提升，但并没太
高，从季节的因素来说，双11会
更适合服饰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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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工商咨询

●各类生产许可证 63910208
●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办理各种资质
热 线 63702222 69367777
全省工商资质
工商疑难、建筑、置业、园林

物业、装修等专办13503711136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 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 86099688
◆专项设计资质◆86099988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法律与咨询

●赵律师解疑惑 13526798621
“专办纠纷”
律师超级团队专办纠纷，二

十年经验快速办理各种纠纷；

经济专家全程为您服务。

西区电话：18838021658
东区电话：13403719861
鹤壁分公司：13939200656

《全国帮办》
专办纠纷伸张正义创始 10年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938780100
许昌平顶山周口 18838146527
洛阳焦作三门峡 18838146537
南阳驻马店信阳 15037135112
济源安阳濮阳 18838146527
■事成收费■
专办经济纠纷维权，伸张正义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679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36157268
洛阳焦作三门峡：1571386005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225055901
济源安阳濮阳：15036157268

神速18137889110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专业律师所
商标专利 商标代理

0371-68833500 13253510129

出租仓库厂院

●东区厂仓出租 13598070218
●标准厂房出租 13803820360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出租厂房仓库 13598839078
●郑西6000m2厂房15515521555
●东明路仓库租 13017677098
●龙湖厂仓有证 15838021635

●西南四环郑少高速口标准

车间仓储 1700m2 办公 300m2

水电土地证齐 13938507112
●仓库出租，200m2至 1 万 m2

可分租，中原西路旁，五洲城

东2公里。李先生13803860138

出租招租

●出租黄河路商铺 63221007
●嵩山路门面出租13643837950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 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人民路三楼经营场所招商

13903839037、13653800584
●高校窗口招租 18638602201
●园区标准厂房3万m2万带航吊

手续全价位低中州大道北段

15093233756/15093235765
●位佳住房出租 15515522503
●大学一楼窗口 13027518356

●南阳路博颂路临街商铺 940
平方出租 15890681228
●新郑龙湖独院6层适办公宾

馆饭店足疗等 15237184369

写字间楼

金源大厦招租
金水路经四路口写字楼招租

免物业费15343716666王

房地产

●工业出让地40亩寻求合作，

紧邻平原新区恒大金碧天下。

电话：0371-60304133
联系人：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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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设计施工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 5673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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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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