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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我国长期重农抑商，商人的
社会地位不高，从事零售的小商小贩更是鸡
零狗碎的小角色。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
商业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
零售行业更是重中之重。它承接第一产业与第二产
业，同时又是第三产业的最基本出发点，金融、物流、旅游
乃至房地产等众多行业都从零售业发端，最后又服务于零售
业。零售业以极低的进入门槛吸纳了最多的劳动者，每时每刻都在创
新，
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随着“新零售”这一概念被提出，大众对零售行业的关注度迅速升温。
巨头公司阿里巴巴、腾讯动作频频，京东、苏宁、顺丰等也不甘落后，纷纷布局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零售业就像是一位被聚光灯笼罩的明星，
被推到了商业舞台的中央。

重新聊聊零售业
精彩文摘

零售无定式 创新无极限

《永远的零售》
作者：厉玲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零售——一个非常古老而又
永远年轻的行业，它不断接受时
代最前沿的信息与元素，裂变出
新的业态，引领时尚潮流。回到
本质，每一个零售人始终需要思
考的是，如何“把对的商品，以合
适的价格，卖给合适的消费者”。
作者厉玲具有 25 年零售行业
从业经验，其所曾经营管理的杭
州大厦、银泰百货、华润万象城等
企业至今仍是我国零售企业中的
标杆。在书中，作者从企业定位、
组织更新、流程设计、经营管理、
人力资源、趋势创新等多个方面，
剖析零售行业的症结和零售企业
管理中的核心要素。

零售的形态五花八门，实质上
不见，或者缺乏关注。这直接导致
月却不开业。面馆老
就是围绕着“商品”与“消费者”这
了人们对零售业的了解不够全面、 板自己的解释是：
“这
两大要素进行无限的组合。可以
完善，
“小店也是零售”自然也成了
么热的天还让员工闷在
专门只做饮食一个门类，也可以将
人们认知的盲点，
“小而美”的商店
厨房里干什么？一年也该让
服装、美妆等几个门类组合在一块
被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
员工休息两个月。”这么一
儿；可以是只针对老年群体，也可
几年前，我到洛杉矶出差，一
句话，就让原本平淡的小面
以囊括儿童、青年等多个年龄段的
位当地的朋友带我去一家意大利
馆多了一丝人情味，消费者
消费者……零售不会只局限于一
餐厅吃饭。朋友介绍说，这家餐厅
反而更加蜂拥而至。
种模式，因为消费者有千千万万种
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地已经开了
所以，在零售行业中，
“大”
需求，也就注定了零售模式会有千
60 多年，经营餐厅的是当年一位
和“小”只是相对的存在，跟能否做
千万万种可能。
意大利移民，
“爷爷白手起家，到现 “强”
的直接关联并不大。小的店铺
零售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
在已经是家族的第三代了”
。
也照样能干出一个强事业——而小
常见也最离不开的行业。别以为
这家餐厅的价格不便宜，但生
店铺的优势还在于，能够按照自己
只有电商平台、购物中心、百货商
意很好。朋友解释，
这是因为几十年
的习惯去“随心所欲”地经营，更容
场或者连锁超市才属于零售，却忽
来餐厅食物的味道和服务的品质都
易和消费者建立情感上的联系。
略了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些
还如当年一样，
所以大家都乐意为此
所以有时候，消费者才是最简
业态：小商店、临时摊位、农贸市场
买单。
“而且，
”
朋友略做停顿，
“每年
单的一群人。只要店铺能够找准
也都是零售！
圣诞节，
这家餐厅的家族成员都会举
消费需求，并且坚持用最好的商品
品质去应对市场，那么消费者自然
在我家小区门口，常年有一个
家返回意大利，
享受圣诞假期。几十
会闻讯而来。而要找准市场需求，
卖花的小伙子，骑着一辆三轮车， 年来，
年年如此。
”
这使我立即产生了
就得进行充分的市场分析：有时
车上满满当当都是各色的鲜花。 “在一家重视家庭的人开的餐厅中用
的温馨、
信赖的体验。
候与周边店铺经营不同的内容算
他每天傍晚出来营业，花很新鲜， 餐”
价格也公道，引得我们时常光顾。
这一经历给我带来了思考：对
得上是找准了，有时候将经营时间
这难道不是零售吗？它也符合“把
于规模相对较小的零售企业来说，
其
与周边店铺错开也算是找准了。
商品卖给消费者”的本质啊！
实未必需要一味地扩大经营，
只要保
最具竞争力的对手永远在最
近处。但零售行业从来不会有固
零售不受摊位面积和商品种
持自己的特色并持续提高质量，
同样
定的经营模式，这就使得经营者需
类的局限。如今，不论是零售行业
能够长期生存，
创百年老店。
要尽可能多地进行差异化经营管
的从业者还是业外人员，越来越多
无独有偶，在杭州也有一家颇
理，寻找机会不断自我创新，以赢
的人习惯于捕捉“大新闻”和“大事
有意思的小面馆。这家面馆平时
件”，反而对身边的很多小事视而
生意红火，但每年夏天最热的两个
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相关阅读

《社区新零售》
作者：
王利阳
出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精彩文摘

顾客想要的是完美“体验”
大家去过东京迪士尼乐园
间延长的话，
营业额肯定也会上涨。
吗？虽然我并不是特别喜欢那里，
说到这里，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但却经常去。因为每次去都能学
在银座的一家俱乐部，当我从洗手
到很多东西。比如，也许有人也知
间里出来的时候，一位漂亮的女服
道这点，那就是东京迪士尼的洗手
务员说着“请”，递给我一条湿手巾
间里，洗手池前没有镜子。你注意
擦手。也许这也是为了不让顾客回
到了吗？只是在洗手间入口附近
到现实而特意为之的吧……
《线下体验店》
有一面镜子而已。
确实，就算顾客本来想走，可
作者：
（日）藤村正宏
这是为什么呢？
是受到这样的优待，谁都会想“再
出版：东方出版社
那是因为，在洗手间里洗手的
待一会儿”吧！
时候，如果看见了自己的脸，马上
这样，
停留时间就被延长了。
随着网络的发展，
线上消费正
就会回到现实中来。
东京迪士尼乐园非常重视这
不断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线下店
在看见自己脸的一瞬间，很容
些细节之处，所以我常常觉得受益
这几年的日子大不如前。但是，
线
易就会回到“哎呀，明天要交研讨
匪浅。
上店也有它的不足，那就是，实实
会的报告”
“ 部长让我做的事我还
“你知道东京迪士尼乐园的
在在的体验。一件衣服合不合适， 没做”等日常生活中来。
‘加勒比海盗’和‘飞溅山’哪个更
光看照片很难断定，
只有去了线下
主题公园是“世外桃源”。为
具吸引力吗？”以前在外资企划公
店亲自穿上才知道；
一双鞋子合不
了让游客体验到远离现实生活的
司工作时，那里的副社长铃木先生
合适，
只有穿到脚上才知道。近年
另一个世界，就必须让游客忘掉现
曾经问过我这样的问题。铃木先
来，线上店关于投诉、退货方面的
实。如果游客想起了现实生活，愉
生的经历与众不同，他以前在一家
纠纷越来越多，
消费者们对线上店
快的心情马上减半，也许有人还会
大型商社就职，由于被娱乐产业的
的热衷正在逐渐消减。这对线下
提早回家。
魅力所吸引，于是在 50 多岁的时
店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会。
在主题公园、
百货商店、
购物中
候投身到现在的这家外资公司。
日本享有盛誉的“体验式销
心、
商场等场所有一个法则，
那就是
这家公司主要负责主题公园、
售法”创始人藤村正宏则在本书 “停留时间与消费金额成正比”
。
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动物园、水
中告诉大家如何通过体验式营销
“停留时间与消费金额成正
族馆、
博物馆等的企划设计和施工。
提高线下收益。作者看来，消费
比”，这是真理，
请务必牢记。
铃木先生对主题公园等需要
者是有感情有情绪的“人”，是根
正因如此，我在给商店提建议
吸引顾客的场所情况相当熟悉。
据理性加感性、情绪在消费。
的时候，
总是建议他们在延长顾客的
“这个啊？我不太清楚。”我答
停留时间上下功夫。顾客的停留时
道。

“答案是‘加勒比海盗’更具吸
引力。”
“为什么？”
“飞溅山的紧张刺激从外面就
能看见。其他游客也是一样，
一说到
飞溅山，
马上就会想到外观场景。
”
确实如此，高速下滑水花飞溅
的情景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正是由于这样的心理，人们
上船以后就一直期待着刺激的场
景什么时候来，焦急得坐立不安。
正因为光顾着等待刺激的场景，以
至于忽视了沿途优美的故事。而
且，结束以后，光记着刺激的场面，
却将途中的故事忘得一干二净。
这样的设计实在是太可惜了。”
“有道理。”
“但是加勒比海盗却不一样。
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从一开始就
充满了紧张刺激，却让初次乘坐的
人意识不到，一下子就进入加勒比
海盗的世界。这样的设计非常巧
妙，所以加勒比海盗至今仍然大受
欢迎。”
确实，我也只玩过一次飞溅
山，加勒比海盗却玩了很多次。在
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只是个人喜
好的问题，
如今才发现并非如此。
据铃木先生说，正是这种不
同，
导致了回头客数量上的差异。

毋庸置疑，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
新零售是零售业的未来，
而社区作为
民众的基本生活场所，
已经成为各大
零售商争相布局的战略级消费市
场。无论是阿里、天猫等电商巨头，
还是苏宁、沃尔玛、永辉等传统零售
公司，
甚至是传统便利店都已跃跃欲
试，想在社区市场大展拳脚。那么，
社区商业到底该如何运营？
本书作者王利阳是社区市场知
名行业专家，他从不同细分领域，全
面阐述了社区市场商业运营的现
状、机遇、风险，以及可能遇到的市
场难点；同时详细介绍了社区商业
的 18 个主要运营方向以及 6 个补充
方向。

《新社群新思维新零售》
作者：
庄崇沣
出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本书内容基于作者近 20 年的阅
读和工作实践的体会进行组织，其
中也反映了作者与近百位中小微企
业业主深入沟通后的感悟。全书共
分成 3 部分，第 1-5 章是新社群，第
6-10 章是新思维，第 11-16 章是新
零售。新社群重新定义了投资者、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未
来新的组织结构。新零售则重塑了
生产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关
系，是未来新的商业模式。这两者
都是以人为核心，把人当作新的传
播节点。新思维则是连接上述两者
的桥梁。

《从 1.0 到 4.0》
作者：
张鹏 峥嵘
出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零售业发展至今，经历了几次
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过程中，许
多零售公司倒下了，也有许多的零
售商在此次浪潮中异军突起。如
今，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电商的
迅猛发展，零售行业迎来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就意
味着能否在未来赢得主动权，从而
生存和发展。本书从零售行业面临
的客户渠道、客户消费行为变化、移
动电商崛起、在线支付变化、社群营
销、客户体验等方面分别分析和论
述，通过丰富案例，为零售行业的发
展指出具体的变化发展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