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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之山书店下山 社区书店是转型新方向？

互联网巨头进军菜市场 看有哪些杀手锏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唐小堞 实习生 田乃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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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巨头纷纷抢滩

今年 1 月，美团在上海悄悄布局生鲜配
送，推出独立APP“美团买菜”，主营蔬菜、海鲜
水产、肉禽蛋、酒水饮料、水果、乳品早餐、厨房
用品等10大品类，聚焦都市白领们的“三餐食
材”。并于 3 月在北京两大居民区开始试运
营，由美团外卖的骑手实现快速送菜上门的服
务。

3月底，盒马新业态“盒马菜市”首家店在
上海五月花广场开业。盒马菜市跟盒马标准
门店不同，其蔬果产品都以散装形式出售，且
不带有餐饮区。

盒马生鲜方面表示，菜场会比标准店更
小、更灵活，主要专注于消费者一日三餐的食
材。“下一家店地址未定。”

4月初，叮咚买菜全面接入饿了么平台，
饿了么将为其提供物流、售后、营销的服务。
这家依靠“移动端下单+前置仓配货+即时配
送到家”模式的生鲜电商，无疑将助力饿了么
建立生鲜开放平台。

想要入局的平台还有苏宁。苏宁菜场预

计在4月下旬上线，先在南京的10家店试点，
最后辐射全国。

此外，该赛道内还有京东到家、小区快点、
每日优鲜、U掌柜、朴朴超市等诸多玩家。互
联网买菜俨然成为又一风口。

进军菜市场的花式玩法

记者梳理发现，互联网巨头进军菜市场，
大致有三种玩法。

一种是以美团为代表的自营，主要是
“APP端+便民服务站”模式，以服务周边 1.5
公里之内的社区居民为核心，手机下单之后再
送菜上门，最快30分钟可配送到家。

另一种是饿了么的平台模式。不久前，饿
了么宣布建立全新的生鲜开放平台。并与叮
咚买菜达成深度合作，旨在测试一套社区生鲜
线上化的标准模式，以便未来大规模复制铺
开。

而苏宁则是第三种模式，以自建前置仓苏
宁小店，不仅重塑社区流量入口，还让互联网
菜市有了天然的、可观前置仓。

立足于社区的多业态书店立足于社区的多业态书店

2016 年 5月，南之山书店在南山山顶之上
开设了第一家店，名为“Origin”，一年之后第二
家店开业，名为“小森林”。因为独特的选址，以
及融合美食、咖啡、酒吧、民宿等多元化业态，均
成为了高人气打卡地。

为了让书店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南之
山书店决定下山，分别在江北嘴和鸳鸯开设了

“南之山书店·城市之丘”和“南之山书店·小宇
宙”。南之山书店创始人之一车韵说：“相比偶
尔去一次网红打卡地，我们更希望书店能够成
为人们每天都可以光顾的普通场所。因此，我
们决定从山顶来到山下，通过打造更多的社区
店，让书店成为重庆人身边的文化基础设施。”

车韵介绍，在功能上，“南之山书店·城市之
丘”和“南之山书店·小宇宙”分别定位为商务社
区店和居住社区店，服务于各自社区的书店使
用者。“在业态创新上，城市之丘店由于位于商
务CBD，尝试了文具+办公的业态创新，以及从
早上8点开始提供早餐，并且提供午餐、晚餐和
聚会场所。”她表示，位于商务区的书店应该提
供相应的办公服务，根据不同的工作需求将空
间划分成了办公区、讨论区、会议室、文具馆与
书店区四个大小不等的会议室。

在选书方面，两家店都延续了南之山书店侧
重社科和文学的风格，在此基础上“城市之丘”店
侧重于金融、管理等功能型书籍，“小宇宙”店共
有6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主题，侧重于儿童、亲
子、生活美学等服务型书籍。“不同的区域有不同
的受众，我们根据书店所在区域，打造更贴合人
们需求的业态。书店不应该只是有设计感，还应
该走入日常生活，用多业态去服务更多人群，才
能让实体书店更有生命力。”

实体书店转型频频出新招

2019年中国书店大会及百道新出版研究院
共同发布的《2018-2019 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
告》显示，中国书店最多的10个城市中重庆位居

第三，2018 年拥有 2439 家书
店，较 2017 年减少 34家。近

年来，随着电商平台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实体书
店受到冲击，纷纷开始了转型之路。

2019年 1月，钟书阁进入重庆，因超高“颜
值”刷屏朋友圈，并因“排队”成为了热门话题。
钟书阁发源于上海，曾经被评为“上海最美书
店”，布局全国之后，每家店都遵循连锁不复制
的策略，“设计感”成为其开拓书店市场的“敲门
砖”。公开资料显示，杨家坪钟书阁店开业半个
月，迎来了近20万的客流量，销售图书超过2万
册，位居钟书阁全国销售额第一。以“颜值”带
动流量的上升后，推动了图书及其他业态消费
的上升。

除了“设计”，2018年 2月进入重庆的当当
书店，在解放碑开出了线下 O+O 实体会员书
店，尝试了打通线上线下的模式。依托其累积
的2.2亿优质用户、海量大数据以及规模采购优
势，当当书店以阅读为主线，融合了文创、轻食、
旅游、花艺、手作、生活美学、沙龙、展览、非遗文
化等元素，打造了一个复合文化实体空间。在
图书价格上，当当书店缩小了线下线上的价格
差距，还配备了智能化的自助查询系统，读者可
以对比线下线上价格信息，再决定是否购买。

而以读书会闻名的樊登书店，2018年 11月
在重庆开设了首家旗舰店，同样在融合线上线

下方面进行了创新。作为一家有互联网基因的
书店，樊登读书会在重庆地区拥有 30万会员。
除了提供创业、管理、家庭、畅销等8大类工具型
书籍，还开辟了专门的读书分享空间，定期举办
文化活动。樊登书店重庆分会会长蒋明峰告诉
记者：“我们想为人们提供以阅读为中心的读书
服务，因此各方面都做了一定的延伸。在线上
可以通过樊登读书 APP，享受听书、讲书等服
务；在线下可以在书店阅读，还可以品尝咖啡和
简餐，参加读书分享会等文化活动。”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此前，生鲜电商一直没有解决好商品
的 交 付 问 题 ，苏 宁 菜 场 的 模 式 解 决 了 这 个
痛点，苏宁小店就是前置仓。”曹磊还指出，
生 鲜 商 品 作 为 高 频 刚 需 的 产 品 ，一 大 难 点
是其损耗，苏宁易购菜场模式，可以降低生
鲜损耗。

曹磊认为，随着巨头们以不同形式进军社
区菜市，竞争不断升级也将推动原有行业格局
加速洗牌，未来生鲜市场的线上渗透率或将会
逐步提升。“这意味着，生鲜电商之战仍是持久
战，而‘菜篮子’之争仅是开场。苏宁小店生鲜
能否抢占一席之地，同样值得期待。”

美团强供应链利于品控
各种玩法，互联网巨头们有什么杀手锏？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析师

陈礼腾认为，美团在餐饮供应方面一直有所侧
重，快驴进货持续为美团在餐饮供应链方面开
拓业务。在未来，美团点评的盈利方向不仅仅
在 C 端，B 端的食材供应也是一块很大的盈利
点，通过从商户的食材供应、商户的餐品配送

及相应技术服务、基础设施等，打造全流程的
服务体系。

因此，有了上游供应链的支撑，美团买菜
业务的推进就容易得多了。与美团外卖上的
生鲜服务不同，美团买菜自营的模式，更利于
品质的把控，加之自有的配送服务体系，业务
之间的协同价值正不断扩大。

饿了么数据化提升运营效率
新零售专家、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云阳子认为，饿了么布局买菜业务，其目的
不仅是为了丰富平台涉及的业态。“是在上线
菜市场的过程中可以获取大量的生鲜食材的
相关数据，这些数据能够有效帮助提升饿了么
有菜的运营效率，让饿了么更好地服务于平台
以及餐饮商户。”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说，由于菜市
场低租金甚至免租金的优势，饿了么相当于是
把社区菜市场当成一个大前置仓，通过代运营
商进行轻资产运作，自己提供数据、工具的赋
能和运力的服务。这个模式中可以包括三方
主体：摊主+代运营商+饿了么，也可以是摊
主+饿了么。

苏宁菜场模式降低生鲜损耗

上班时间下单，在互联网平台买好肉菜，骑手送到家门口，下班一到家，就有新鲜
的肉菜等着下锅。随着生鲜电商竞争加剧，各大电商平台纷纷推出新业务，这次菜市
场成了争夺重点。记者调查发现，今年起，美团、盒马生鲜、苏宁等接连涉猎互联网菜
场，互联网买菜俨然成为又一风口。

电商的崛起冲击了实体书店，让众多社区书店逐渐消失。日前，南之山书店走下南山，在江北嘴开
设了“南之山书店·城市之丘”，以及在鸳鸯开设了“南之山书店·小宇宙”。这两家书店分别定位为商务
社区店和居住社区店，延续了此前的复合式业态，融合了图书、美食、文具、酒吧等。根据区位的不同，
“南之山书店·城市之丘”在文具馆内设置了共享办公区域，“南之山书店·小宇宙”则打造了6层文化综
合体。从位于山顶的网红打卡地，到深入社区的书店，南之山书店的探索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在电商崛起的背景下，不同的书店有
不同的转型举措。除了主打“颜值”、线上
线下融合，布局社区店会成为实体书店转
型的新方向吗？

樊登书店重庆分会会长蒋明峰认为：
“目前来看，各种转型举措各有利弊。以
‘颜值’打动人的书店，可以在前期吸引大
量人流，但后续如何把流量转化为销量是
一大难点。以当当书店为代表的互联网书
店，在图书资源和价格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但盈利模式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樊登书店有读书会为基础，拥有大量的会
员资源，为了进一步增加用户粘性，也正在
往社区店转型。”

他表示，社区书店更贴近人们的日常
生活，通过养成阅读习惯，可以推动以阅读
为中心的多元消费。“从目前来看，南之山
书店尝试的方向是非常好的，提供了实体
书店转型的一个新思路，也是未来书店行
业的发展趋势。社区书店覆盖的人群面
广，可以提供高频率的阅读体验，对营造城
市的文化氛围有一定帮助。”

著名管理专家、《沟通金字塔》作者姜
维告诉记者：“南之山书店创业成功之后，
通过品牌输出，开展连锁经营，是其发展的
必由之路。因为南山只有一个，而城市、商
圈、社区却可以无限拓展。从网红打卡地
到社区书店，南之山书店能否成功转型，要
看经营者对于其品牌内涵的掌握、提炼、输
出与新的经营业态是否吻合。”

他指出，图书作为一种标准化商品，新
老产品数量巨大，生命周期长达 10 年，人
们阅读需求长尾化，电商平台的销售优势
更为明显。因此，除超大书城外，线下书店
的盈利普遍来自于非图书产品和服务。“实
体书店要想走得长远，除了提供优质的阅
读体验，还取决于其主营的其他销售和服
务，比如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咖啡茶歇、票
务代理、活动策划等，并且应做好各业态间
的平衡。”

声音

社区书店
提供实体书店发展新思路

“南之山书店·城市之丘”定位为商务社区店 本组图片由记者 唐小堞 实习生 田乃东 摄

南之山书店在江北嘴开设的“南之山书店·城市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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