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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据最新消息，返利

模式将切入线下，完成全面覆盖

的“ 全景O2O”，这是何种消费

模式？

葛永昌：简单来讲，就是将

网上返利模式拓展到线下的消

费过程，实现线上返利与线下返

利的融合。

此前，返利模式仅限于线上，

消费者只有通过返利网站购物才

能获得返利。切入线下后，基于同

一个返利账号，消费者进行线下

消费也可以获得积分并返利。

这其中的关键点有两个，一

是覆盖的范围要尽可能广，吃穿

住用行娱享全品类涵盖才能驱

动消费者使用，二是各种散落的

消费带来返利后，最终都汇集到

同一个账户，消费者既可提现又

能直接购物，相当于用一张卡为

整体的生活消费“ 打折”。

未来，无论你吃饭、购物还

是旅行、住店、乘飞机，只要刷

一下积分卡或者扫扫二维码，

返利便可自动累积到你的个人

账户。尽管每个行业的返利多

少不一，比如有些可能仅返消

费额的1 %，但我们更注重“ 浅

折扣”带来的使用广度，及其带

来的用户黏度。这是建立有效

数据库的基础。

青年报：线上销售模式是当

前热点，为何“ 返”其道而行从

线上切入到线下？

葛永昌：首先，线下消费更

多基础消费，就目前统计数据而

言，线上零售份额的占比不足

20%，超过80%的零售业消费依旧

发生在线下，进驻这个更加广阔

的天地很有必要。

其次，返利模式中的用户

储备已达到一定量级，可为拓

展线下返利提供坚实的用户基

础，同时，传统商家对于线上销

售模式也更加认可，比如，在线

售票为传统电影院带来了相当

大的流量。

O2O中的两个O（ Onl i ne 和

Of f l i ne）只是分工不同，而非颠

覆。线上模式的崛起只是提供了

一种新的消费模式，不必以“ 干

掉”线下实体店为目标，因为个

体和群体的消费需求是多样的，

方式的融合发展才是关键。

鉴于便利性，线下的返利模

式将比线上更加简单，基本不会

影响消费者的常规习惯。线上返

利还要登陆返利网，可能阻碍时

间成本较高的人使用，但线下通

过会员卡或者二维码的方式积

分，更加便捷。预计明年1 月份

左右，消费者即可参与返利提供

的线下O2O体验。

青年报：整合线下O2O市

场后，有哪些可以拓展的潜在空

间？

葛永昌：如前所述，既然线

上无法取代线下消费，那么全方

位返利便是迟早要为之的事。

未来的消费体验将更加立

体，而线上线下的分工也将更明

确，例如，与体验相关的产品和

服务会渐渐下沉，落在线下；而

线上则更多通过消费数据进行

用户分析，为商家提供营销、会

员管理等依据，以信息化来改造

传统行业，促进精准分析和营

销。例如，目前公共场合的免费

Wi Fi 也已可通过用户接入搜集

信息。而更多行业也将随着触网

变得更加透明。

此外，时机也非常重要。

O2O概念热了一两年，但真正落

地的时间却不长。这个过程非

常需要像返利这类“ 接地气”

的 行 业 一 线 企 业 一 步 步 去 落

实，一个个教育用户，一家家超

市去谈。但市场也是公平的，最

近一年返利用户的倍增也是厚

积薄发的结果。

家居卖场
转型多元化

本报讯 临近年末，对于家

居建材流通业而言，诸多动作和

部署已经在为明年做准备。在国

内不少城市中，各大家居卖场最

近的动作不可谓不大，开设新

店、建立更多业态、涉足大家居

产业、探索电商落地形式⋯⋯

向更大规模、更多经营、更多业

态领域进军。从单纯的建材家

具流通商场到探索更多商业运

营方式，家居卖场的转型在悄

然进行。

在消费者眼中，家居卖场就

是买家具、买建材的地方，但

是 作 为 建 材 家 具 品 牌 的 流 通

市场管理方，这些卖场的胃口

并不止于此。除了家居产品，

家 居 卖 场 向 家 居 更 多 领 域 如

设计、饰品等领域延伸的触角

越来越长。此外，家居卖场的

管理营销方式，也在随商业潮

流发生变化。

今年以来，“ 大家居”3个字

在家居行业已经不再是概念，设

计中心、灯具饰品甚至针对酒店

用品的业态已经在市场出现，成

为诸多品牌试水的领域。

家居流通行业既是家居行

业的组成部分，也是流通行业

的重要支流，消费习惯、商业业

态的冲击，让家居卖场在今年

也不得不在管理方式、营销方

法上寻求改变，为明年的竞争

布局。

健康环境带动
家电消费热

本报讯 立冬以来，市内常

出现的雾霾天气，加上枯水季

节，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环境

电器格外火旺。这股健康环境家

电消费热，给家电厂商带来了商

机。各大卖场纷纷把减少空气污

染、净化家庭饮用水的产品，作

为市场推广的重点，今冬打响了

一场“ 健康保卫战”。

走访多家家电卖场，空气净

化器消费日渐火爆，品牌数量达

到几十家，功能概念更是五花八

门。

以前，空气净化器、净水器

都属于“ 小众家电”，而现在，只

要觉得对健康有益，消费者就会

购买。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

强，环境家电几乎成为了家庭

“ 标配产品”。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加湿

器、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环境

家电的发展速度，远快于大家

电。目前国内市场大家电的利

润只有5%-1 0%甚至更低，而环

境家电却蕴藏着3500多亿元的

市场份额，利润高达30%。据相

关统计数据显示，环境家电将

在201 5年进入普及元年，实现

爆发式增长，净水设备零售量

将同比增长55%，市场规模将达

到1 36亿元。

青年报专访返利网CEO葛永昌

“ 浅折扣”轻颠覆 撬动线下O2O
颠覆、深耕，是即将结束的2014年描述O2O的热词。从线上（ Online） 到线下

（ Offline），传统行业对接线上带来的变化“ 令人激动”。
然而，返利CEO葛永昌在近日接受青年报年度互联网盘点专访时却很“ 冷静”，

“ 就销售模式而言，线上与线下无法互相取代，只是在零售业消费市场中分工不同。截
至目前，超过80%的消费仍旧通过线下完成。拓展线下O2O是必然趋势，线上的作用不
是颠覆，更多是用来建立大数据系统、进行精准营销并最终实现数据商用。”葛永昌认
为。 青年报 王霞

青年报 姜卓

本报讯 近日，海信科龙旗

下容声品牌宣布正式进军洗衣

机领域。至此，容声正式升级为

包括冰箱、冷柜、洗衣机在内的

“ 大容声”，未来将进一步推动

海信科龙大白电战略的深化。

海信科龙总裁肖建林表示，

容声拓展洗衣机品类不仅可以

进一步提升其品牌知名度，也将

促进海信科龙构筑更加多元稳

固的产业格局，从而以更稳健的

姿态参与行业竞争。

据海信容声冰箱公司总经

理黄晓剑介绍，上市后的容声洗

衣机可以共享容声冰箱在品牌、

技术、渠道、用户等方面的优势

资源，并在采购、生产和销售等

各个环节与冰箱、冷柜实现产业

协同。同时，具备国际一流水平

的海信山东家电产业园和白电

研发中心的运营，也确保了洗衣

机在生产和技术研发上抢占行

业制高点。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

长王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

着行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

家电企业出现了深度调整，这

给容声拓展洗衣机提供了发展

机遇。同时，冰箱、洗衣机在原

材料采购、销售渠道及时间上

的共通性和互补性可带动海信

科龙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

规模效应，从而降低成本，扩大

企业利润空间，实现“ 跨越式”

增长。

据了解，在容声加入海信集

团的8年期间，海信科龙营业收

入从2005年的69.78亿元增长到

201 3年的243.6亿元，年均增长

率近20%。而容声也实现了快速

增长，201 3年，冰箱产品内销近

400万台，稳居行业前列。

加速战略升级 容声进军洗衣机行业

[采访手记]

据相关统计数据，截

至目前，返利的注册用户

为6000万，其中有4000万的

存量在最近一年内完成。葛

永昌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尽

管从线上起家，但8年来，返

利的发展更多还是依靠大

量的线下人员，一点点进

行推广和教育用户。这一

点上，一位业内资深观察

人士曾有段感人总结：中

国互联网行业最动人的秘

密，并非什么布局、战略，

而是一种落地求生的融合。

你看不到奋战在一线的落

地团队，他们是行业真正的

脊梁。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