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零售业转型创新势在必行
精通技术的购物者需要数字化体验，
无论是在店内还是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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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零售行业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移动和数字消费需求所颠覆。尤其是在
数字化业务庞杂的中国，移动客户希望获得丰富多样的购物环境、交互式零售体验、
多种渠道和选择，这些需求往往在商店中难以满足。
渐渐地，这些体验在传统零售领域外得到满足，具有创新精神的在线竞争者致力
于满足客户的需求，勇于挑战 “实体” 零售商。依照其自身的定义，颠覆性将推
翻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思维方式，颠覆性创新兼具创新性和破坏性。1 在中国，颠覆
性发展尤为迅速。例如，在 2014 年，移动购物在中国增至三倍以上 2 ；电子商务
巨头阿里巴巴在 2014 年 11 月 11 日光棍节当天的促销活动一举取得 93.4 亿美
元的佳绩，比美国当月晚些时候的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电子商务销售总和的
两倍还多。3
与此同时，实体零售商继续面临严峻的挑战。2013 年，苏宁这个中国最大的零售
连锁企业全年的销售额为 170 亿美元，相比之下，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单日在
其门户的销售额居然都能达到一半之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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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相关性的定义
超级相关性是一种新模式，可使消费者在其
希望的时间以其希望的方式获得其需要的内
容。超级相关性可通过两个要素实现：新的
基于万物互联的解决方案；以及可以在整个
购物过程中实时提供价值（效率、实惠或互
动）的创新型业务模式。总之，超级相关性
是万物互联 (IoE) 时代实现零售创新的关键
所在。

然而，传统零售商仍然有机会通过为客户提供超级相关性体验来实现自己的颠覆性
创新，这就是要依靠万物互联来实现。
万物互联是通过网络在人员、流程、数据和事物之间建立的连接。思科预测，这些
连接的数量将从现在的 150 亿飙升到 2020 年左右的 500 亿。如果从 2013 年至
2022 年间总潜在价值 * 能达到 19 万亿美元，那么万物互联算得上是历史上最大的
市场转型之一。同时，它撼动了几乎所有行业的竞争态势。尤其是在占据了总潜在价
值的 1.5 万亿美元的零售业，在中国这一数字可达到 1380 亿美元。
万物互联的潜在价值不仅在于创造新的利润来源，还在于帮助失败者转变为成功者。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的零售企业为使发展、竞争和创新能力都更上一层楼而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动向，思科在 10 个国家 / 地区对 6000 多名消费者进行调查，
其中中国的受访者有 604 人。中国的受访者目前热情参与由万物互联 (IoE) 发起的
19 个零售概念测试。显然，中国购物者对购物体验寄予厚望。思科的调查结果有力
地表明购物者对零售商的期望，以及零售商应该怎样掷下他们突破性创新的赌注。

* 思科将 “潜在价值” 定义为企业和行业根据其驾驭万物互联的能力创造或迁移的潜在净盈亏值（更高收入和更
低成本）。

关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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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咨询服务调查了 604 名中国
消费者（如图所示），其中大多是

অ

住在城市的年轻人且精通技术。

旛Ⓐ㚴
⭙∤ụῈ
X ụῈ
Y ụῈ

ኰ
58%

共对来自以下 10 个国家/地区的

㘾冗

⽙灩

60%

ἒⱋ

ⱋ杇

80%

6000 多名消费者进行了调查：澳
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
国、德国、印度、墨西哥、英国和
美国。

<10k
10k-19,999

⊁㠶
憯␟
⢳⻧

20k-49,999

90%

␟⣄

31%

>50k

㟭㘛≊ (RMB)

唢⓳僪
㜿㠄⨌ῼ
㛎㠄⨌ῼ
㛎㠄抬䘍僪
⌀㚕僪

37%

㍥㠔䘍ㆪ⊚

资料来源：思科咨询服务部，2015 年

第2页

© 2015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中国零售业转型创新势在必行

精通技术的购物者需要数字化体验，无论是在店内还是店外

移动互联网应用在中国新的零售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移动应用现在就类似于我们

求新求变的中国消费者已做好改变零售业格局的准备。目前，社交媒体、移动支付和

曾经看到的电子商务那样，有

新设备正在融合形成一个连接无处不在的购物生活方式。

着颠覆性的力量，为行业带来
5

在中国，55% 的智能手机用户使用手机支付，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仅占 12%。

移动性将继续得以发展 ：到 2020 年，中国政府计划将 12 亿人（85% 的人口）连接

巨变。

到 3G 或 4G 移动互联网。6
我们的调查反映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并采用了一些醒目的标注来表现中国购物者的移
动复杂性。
• 89% 的中国受访者在智能手机上至少每周使用一次独立购物应用（如京东或天猫），
相比之下，全球这一比例仅占 40%。在中国和印度 (85%) 等市场，精通技术的购物
者似乎正在绕过传统的零售商店。
• 50% 的中国受访者使用零售商特定的应用（如苏宁或 KFC），相比之下，全球受访
者的这一比例为 43%。如果与独立应用相比，中国受访者的比例较低，这表明颠覆
性的在线玩家，如阿里巴巴（淘宝、天猫）和腾讯（微信）都占据了明显的领先优势。
• 66% 的中国受访者喜欢网购而非在传统商店里购物，相比之下，全球这一比例为
56%。在调查的各个国家 / 地区之中，中国偏爱网上购物的消费者比例最高，这表明
零售商若是要改变客户对店内体验的看法，将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 80% 的中国受访者使用智能手机在家里购物，相比之下，全球这一比例为 43%。
45% 的中国受访者使用智能手机帮助他们在商店购物，相比之下，全球这一比例为
21%。

此外，中国购物者还在以更快的速度使用所

图1
独立购物应用在中国方兴未艾，此处对所有受访者用低、平均、高来表示。

谓的大型应用，如微信。通过整合不同的应用，
大型应用提供了便捷的娱乐、购物、电
影、交通服务、支付等功能。对于传统
零售商来说，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他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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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样对商店也有此期待。（见图 1）

ἒ⟢
89%

40%

䏑䮰䝩帒䍎⽹䘍

⽘⠬

43%

柛☓☫䍞Ɀ⽹䘍

⽘⠬

䂘⨌⌎
31%

ἒ⟢
50%

偳⟢
55%

资料来源：思科咨询服务部，2015 年

第3页

© 2015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中国零售业转型创新势在必行

精通技术的购物者需要数字化体验，无论是在店内还是店外

为中国零售业带来的颠覆性
创新
大型应用
淘宝 ：中国最大的在线购物平台 ；3.7
亿次的应用下载量
天猫 ：阿里巴巴旗下的 B2C 购物平台
微信、口袋购物：微信是一款拥有 4.68
亿名用户的语音和文本应用 ；口袋购
物 是接受微信支付的移动零售商

节省资金
我查查 ：价格比较，送货上门等
美团 ：中国最大的团购网站，拥有日
均 2000 万名用户 ；同时还拥有当地
服务市场

事实上，移动互联网应用现在就类似于我们曾经看到的电子商务那样，有着颠覆性的
力量，为行业带来巨变。
尽管中国的消费者更倾向于在线和移动购物，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在商店的购物
体验。在我们的调查中，他们最为倾向的是在家购物并立即使用（占 41%，而全球
为 42%）；查看、触摸和比较产品（占 66%，而全球为 53%）；体验购物的乐趣（占
45%，而全球为 22%）
。不过，与网上购物体验相比，让中国消费者对商店最为失望
的是缺乏个性化的体验。因此，摆在零售商面前的一个大好机会是转变商店体验。
不只是在我们调查的其他地区，中国消费者也对新式数字化体验（店内外）有较强的
接受能力，并且中国零售市场新的创新时机已成熟。这一点在我们的调查所测试的最
使人产生兴趣的 19 个基于万物互联的零售概念中有着明确的体现。这些概念测试提
出了一条清晰的创新之路以及必须采取的行动 ：由于大型应用、电子商务门户网站以
及各种颠覆性玩家的入侵，商店必须提供那些新的竞争对手无法与之匹敌的、极具吸
引力并且独特的体验。

聚划算、京东 ：团购和限时抢购
唯品会 ：高级时装和特价折扣
美丽说、蘑菇街 ：女性社交购物网站 ；
网站可直接链接到 B2C 和 C2C 商务
网站

效率

零售商必须引入具有吸引力、高效、数字化的创新型店内体验
正如中国购物者在使用购物应用和偏爱网购上领先于其他国家一样，在乐于接受新技
术和采用新式购物体验上，他们也处于领先地位。由于数字化体验成为新的主流，传
统零售商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他们不会被创新和单纯的网购玩家打垮。

支付宝 ：智能手机结账

此外，传统零售商若要对抗购物行为的趋势，店内体验还需要具有高度吸引力。例如，

支付宝、中国银联、财付通、翼支付、
苏宁易付宝、51 信用卡管家 ：移动
支付

在网购之前去 “陈列室” 或者实体店考察商品，对中国的零售商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

一号店 ：当天送达

为了引导零售商营造各种超级相关性的体验，让此类购物者在整个购物周期里对零售

互动
一号店 ：现实增强型商店

其他

题。7

商保持忠诚度，思科测试了 19 个基于万物互联的购物概念。这些概念涵盖了购物之
旅的各个阶段，并发现了许多成熟的数字化推动因素，这包括视频、移动性和分析。
在全球范围内，消费者对使用这些应用获得更多的价值都很感兴趣，但在任何情况下，
中国消费者表现出的兴趣最为浓厚。（参见下页的图 2）

亚马逊、京东、微信 ：这些应用允许
货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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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 列出的 19 个概念中，以下概念在我们的调查排名中对中国购物者的吸引力尤
为突出 ：

中国受访者对现实增强型零售
概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是

• 店内商品选择 ：店里推出的针对性优惠可以通过姓名来识别顾客，并通过智能手机
或数字标牌进行连接，当他们在商店内走动时，使用位置信息并根据选择就可提供
定制的优惠和促销。

他们对前瞻性技术解决方案接
受程度的一个可靠指标。

• 智能购物车 ：“智能在线购物车” 利用从智能家电、购买历史记录以及消费者添加的
商品中所搜集的信息，不断更新反映当前购买需求的虚拟购物车。
• 现实增强技术 ：“现实增强技术” 能够在真实世界之上覆盖一层数字图像，这层图像
通常显示在移动设备之上。中国受访者对基于现实增强技术的零售概念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这是他们对前瞻性技术解决方案接受程度的一个可靠指标。事实上，这些
消费者对各种与增强现实有关的概念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特别优惠、评论和产品
信息、店内引导以及产品推荐系统。

图2
基于万物互联的零售概念，按优先顺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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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提供
对社交媒体网络的反馈，相比
美国只有不到 20%。

• 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让购物者可以将多个支付卡存储在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上，并
在付款台通过刷卡设备完成店内支付。对移动支付感兴趣的中国消费者（91%）与世
界其他国家 / 地区的消费者（55%）之间的比例相差了 36%，是所有概念中悬殊最大
的。（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机，正大举进入中国，据敏特集团报告说，2014 年约
占 13% 的年龄在 20-49 岁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其家庭拥有可穿戴的数码产品。在
高收入阶层中，该比例上升到 29%。
）8
• 安全储物柜 ：安全储物柜服务使购物者能够在方便的位置从安全储物柜中取出网上
订购的商品。
• 基于智能手机的自助服务 ：使购物者能够在购物时扫描商品上的条形码 ；然后可以
在自助服务付款台处进行追踪和支付。
• 店内免下车车道 ：该服务使客户能够在网上订购首选零售商的产品，然后在店内使
用免下车车道亲自取货。

中国的零售商必须是本地的社团和个人
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购物者很显然更喜欢个性化的体验，将他们视作销售的中心，
实质上就是贵宾。在几乎所有的国家 / 地区中，受访者都表示偏好超高相关度的购物
体验，这也是使店内购物过程更节省或更高效的推动因素。中国受访者也希望零售商
可以提供超级相关性的服务，但是他们也希望能够获得更有吸引力的体验，零售商可
以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并了解当地的语言、文化和偏好，从而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
服务。（见图 3）
图3
中国消费者青睐个性化的购物体验。

Q

如上节所述，这是中国受访者对 “引人
之处” 概念（比如针对性优惠、产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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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商品推荐系统）有着浓厚兴趣（相
比于其他地区，往往超过兴趣的三分之
一）的证据。这些概念为顾客提供了商
场 直 接 且 个 性 化 的 关 联。 中 国 消 费 者
明 确 将 个 性 化 和 引 人 之 处 的 交 集（ 例
如，“请给我看些我可能会喜欢的其他
商品”）视作超级相关性体验的一个核
心方面，这一点比起其他地区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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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零售业转型创新势在必行

精通技术的购物者需要数字化体验，无论是在店内还是店外

对中国零售商来说，好消息是，为了获得这种个性化的体验，他们的顾客非常愿意分
享自己的数据，为零售商提供潜在的数据宝库和客户洞察 ：
• 61% 的购物者将分享他们的好恶、兴趣和爱好，而全球这一比例为 43%。
• 54% 的购物者将分享有关他们所用产品的信息，而全球这一比例为 35%。
• 38% 的购物者将评论分享在社交媒体上，而全球这一比例为 13%。

社交媒体确实是零售业成功的关键推动者，中国零售商利用顾客相对开放的分享自身
“喜好” 的行为绝对必要。中国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4 年已
拥有 3.816 亿名社交网络用户，预计到 2018 年将达到峰值 5.04 亿。9 这些消费者

到 2018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
最大的零售市场。

都十分积极地分享自己的喜好。根据福布斯 2014 年的报告，75% 的中国互联网用
户在社交媒体网络上提供反馈信息，相比之下，在美国这个比例还不到 20%。10
此外，我们的调查还显示，人们对数字标牌和店内柜台上对产品 “十大” 的排名非常
感兴趣。正如我们之前在图 3 中所见，90% 的中国购物者青睐于这样的排名，而在
全球其他国家 / 地区这一比例为 52%。38% 的差别在测试的所有零售概念当中是悬
殊最大的，它表明这种从众效应左右了中国消费者的购买选择。
与购物者之间的个性化互动，应该反映出人们对他人的想法和所购买商品的兴趣。
Xiu.com 是中国领先的一个海外奢侈品牌在线零售商，它通过改善个人购物体验并利
用来自社交媒体的见解实现了日销售额十倍增长的佳绩。传统零售商可以仿效类似的
策略。11

成功的关键 ：加快数字化转型
到 2018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市场。12 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数字化
转型是头等大事。这就要求组织高管做出承诺、为业务流程制定新方法并做出明智的
技术决策，以便组织可以根据市场在万物互联时代下所需的速度创新和应对客户需求。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零售业正处于飞速创新的阶段。但是，传统零售商如何从被“超
越” 的境地扭转为实现自己的数字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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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跟上万物互联时代快速变化的步伐，传统零售商就要与精通技术的购物者建立更
深厚的关系，并获得新的收益（见下页边栏的 “基于万物互联的零售年收益解决方案”）
，
中国零售商需要对其业务的方方面面进行转型。以下是有关他们必须从哪些方面关注
转型策略的一些示例 ：
• 有关基于万物互联的体验的基础创新决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受访者对基于
万物互联的概念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因为这些概念可以带来大实惠并提升效率，尤
其是可以提升个性化体验。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实体零售商必须通过加快自身的创
新速度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全渠道体验。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利用分析工具 “了解” 店内顾客，从而打造与习惯网购的消费者的需求匹
配的店内体验。为顾客提供优惠和解决方案时，要根据购物者的好恶、兴趣和目前
的购物背景去量身定制。我们的调查结果清晰地展示出能使中国购物者产生共鸣的
创新蓝图。针对性优惠、现实增强技术以及移动支付都只是中国受访者给分最高的
少数几个测试概念。
• 建立动态功能和灵活的流程。在引入基于万物互联的创新体验之前，零售商必须开
发出合适的基本功能。对于中国的零售商而言，购物者乐于分享数据的开放态度和
移动业务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凭借着店内传感器、无线网络和正确的
分析解决方案，如果零售商能够大幅提高客户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就能够获得丰富
的客户见解。通过让顾客更清楚地了解购物之旅、库存情况、结账拥塞情况、停车
场的排队流量等，零售商能够以极大的灵活性应对任何情况，实时满足顾客的各种
需求。毕竟，在过道 C 需要购买汽车零部件来快速修理汽车的顾客，与在电子部门

思科的经济研究表明，通过实施基于
万物互联的零售概念，中国一家拥有
50 亿美元年收入的、典型的全渠道零
售商有望实现 6000 万美元的息税前
净利润 (EBIT)。
对于这样的零售商，基于万物互联
的概念（如智能门店分析、远程专
家、个性化的促销活动、客户参与
以及智能储物柜）可将 EBIT 提升
17% 左右。
购物效率贡献总潜在价值的近 61%，
而其余的利润将从节约和顾客接触中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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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以后预期的采购而花时间比较价格的顾客需要不同的回复。构建这些动态功能
将使得零售商能够实时应对顾客的需求。动态基础设施也为创新的零售新方法建立
了基础。有了这些功能，零售商能以比之前更迅捷的速度应对和发现新的发展机遇，
从而可以掌握变化的市场动态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 创建一个万物互联的生态系统。大型零售连锁店（包括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与区域
性企业建立合作伙伴生态系统来获得更多的客户洞察。这些连锁店通过 “本地化” 他
们的策略，将能够获得对区域偏好的新可见性，更好地挖掘主要城市区域之外的广
阔市场。13 例如，沃尔玛拥有电子商务卖家一号店 54% 的股权。14 其他国际品牌与
京东合作，在中国销售高档食品。15 其他较小的非零售企业将他们的应用链接至支
付宝，通过阿里巴巴旗下的在线零售平台提供移动支付功能。16

超级相关性是一种新模式，可使消费者在其希望的时间以其希望的方式获得其需要的
内容。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时提供店内和店外的购物体验意味着既得到实惠，提升了
效率，又增进了参与度。事实上，实体店还能提供独特的价值，中国消费者对此很清楚。

如果传统零售商提供各种让中

78% 的中国购物者质疑网上所售商品的真伪 ；70% 的中国购物者希望在购买之前可

国受访者交口称赞的基于万物

以检测产品 ；还有 48% 的购物者担心收到的产品会与网上显示的产品不同。17

互联的创新式体验，就能够实

如果能将实体店的长处和移动购物的优势相结合，中国传统的零售商就有机会通过创

现电商竞争对手所无法比拟的

新取得突破。如果传统零售商提供各种让中国受访者交口称赞的基于万物互联的创新

价值定位。

式体验，就能够实现单纯的在线竞争对手所无法比拟的价值定位。他们既让顾客查看、
比较和试用真正的产品而非数字图像，又让顾客在店内外获得亲身体验，为他们提供
相关信息和优惠。
与 “陈列室” 不同，实体店可以达成销售，前提是通过大胆创新推动具吸引力的基于
万物互联的新式体验的诞生。随着这些解决方案部署到位以及必要的移动策略、动态
的基础设施功能、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的扩展，零售商就可以在购物之旅的每一步更好
地引导和吸引顾客。
中国零售市场的创新时机已成熟。行动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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