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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打开零售企业估值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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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本轮零售板块是一次主题投资机会，是移动互联网主题的延伸。从今年 9 月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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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企业整体涨幅超过 30%，其中 O2O 主题起到重要催化剂作用，天虹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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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阿股份、南京中商、王府井等 O2O 概念零售企业近一个月涨幅均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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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 O2O 只是手段，大数据是核心，商贸零售板块是移动互联网主题的延
伸。
¾

全渠道销售模式是未来零售新方向，或有可能颠覆单一模式（纯线上或纯线下模
式），开创零售行业新格局。我们认为，未来零售行业的趋势是全渠道销售，实
体门店本身是电商的一部，全渠道销售将酝酿新的商机。天猫和银泰合作的案例
表明，电商需要线下提供体验，线下门店的价值仍然存在。

¾

市场表现

商贸零售主题概念投资有望持续，向大数据的主题概念投资机遇出现。（1）近
2012/5/7～2013/5/7

期 A 股上市公司连续数家公告 O2O 概念，我们预计 O2O 概念未来将向大数据概
念延伸，新的主题投资机会或将出现。（2）四季度和一季度是电商热门季节，
各种节假日和“网购节”较为密集（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等），我们认为
近期主体性投资机会仍然值得参与。相比 TMT 和传媒，零售企业估值优势仍然
凸显，O2O 概念在短期无法证伪的情况下，三季报业绩对市场心理影响弱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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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性仍有投资机会。

¾

标的选择：(1) 估值低且未来有公告等事件性催化剂的股票：欧亚集团，鄂武商。
（2）如果大盘回调下来，可以考虑介入第一批推出 O2O 的商贸零售股票有触电
先发优势的股票：王府井、。我们认为，主要惠及 A 股中具有触电先发优势，或
者公告事件性催化剂的标的：王府井（推出微信公共账号，10 月拟推 APP）、南
京中商（与腾讯微生活开展合作，打造 O2O 平台，）、步步高（举办 O2O 全渠
道电商战略发布会，将打造全渠道、全业态、全品类零售商，22XPE），海宁皮
城（“全网营销、线上线下联动（O2O）的一站式电子商务交易管理平台”‐‐海
皮城上线），天虹商场（联手腾讯微生活打造了天虹应用平台），红旗连锁（携
手顺丰快递合作物流自提点，未来也有 O2O 战略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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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投资逻辑：
1. 本轮零售板块是一次主题投资投资机会，是移动互联网主题的延伸。天虹商场、友
阿股份、南京中商、王府井等 O2O 概念零售企业近一个月涨幅均超过 50%。我们认为本轮
零售是一次主题投资投资机会，是移动互联网主题的延伸。
2. 全渠道销售模式是未来零售新方向，或有可能颠覆单一模式（纯线上或纯线下模式）
，
开创零售行业新格局，“大数据”主题投资将打开未来零售估值提升空间。我们认为，未来
零售行业的趋势是全渠道销售，实体门店本身是电商的一部，全渠道销售将酝酿新的商机。
从近期天猫和银泰合作的案例表明，电商需要线下提供体验，线下门店的价值仍然存在。
3. 商贸零售的主题投资到现在还没有走完，我们认为商贸零售主题概念投资有望持续
到年底，可以（1）从“O2O”向“大数据”投资主题延伸，并且（2）线下门店，除了百货、
商超、便利店以外，还有望向其他以实体门店存在的业态延续，比如品牌服装专营店、品牌
家具卖场、餐饮、旅游。
（1）近期 A 股上市公司连续数家公告 O2O 概念，我们预计 O2O 概
念未来落地后还可以向大数据概念延伸，新的主题投资机会或将出现。
（2）四季度和一季度
是电商热门季节，各种节假日和“网购节”较为密集（双十一，双十二，元旦春节等），我
们认为站在 10 月中旬这个时点看未来 1 个季度，这轮的商贸零售主题性投资机会仍然值得
参与。（3）相比 TMT 和传媒，零售企业估值优势仍然凸显，O2O 概念在短期无法证伪的情
况下，3 季报及 4 季度业绩对市场心理影响弱化，因此我们认为阶段性仍有投资机会。

选股思路：
现阶段重点推荐：估值低且未来有公告等事件性催化剂的股票。欧亚集团、鄂武商。
表 1：欧亚集团和鄂武商进军 O2O 战略分析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公司进军 O2O 的战略分析

商务部公布 2013-2014 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名单，长春欧亚集团运营的“欧亚 e 购”
被正式确定为商务部 2013-2014 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依托长益科技数十年的技术积
累和欧亚集团诚信平台, “欧亚 e 购”在试运行阶段就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高度认可，
600691

欧亚集团

网站日访问量最高达到 50 万，日最高交易 2000 单，现在已形成日均访问量在 25 万、
日订单 800 单左右的规模。目前“欧亚 e 购”商品品种达 3 万余种，入驻品牌 2000 余
个，7 个大类，400 余个细类，各品牌的入驻，更加快速催生了网站强化服务，讲究细
节，服务好品牌商、服务好顾客的动力。
公司拥有购物中心业态，单店经营面积大，非常适合进军 O2O，凸显线下体验优势。公

000501

鄂武商

司近期大股东增储，显示出对公司未来经营的信心。此外公司目前估值仍处于较低水平，
为 15.9X，低于可比百货类公司 20X 的估值。

（2）如果大盘回调下来，可以考虑介入第一批推出 O2O 的商贸零售股票有触电先发优势的股票：
王府井、
。我们认为，主要惠及 A 股中具有触电先发优势，或者公告事件性催化剂的标的：王府
井（推出微信公共账号，10 月拟推 APP）、南京中商（与腾讯微生活开展合作，打造 O2O 平台，
）、
步步高（举办 O2O 全渠道电商战略发布会，将打造全渠道、全业态、全品类零售商，22XPE）
，
海宁皮城（
“全网营销、线上线下联动（O2O）的一站式电子商务交易管理平台”--海皮城上线），
天虹商场（联手腾讯微生活打造了天虹应用平台），红旗连锁（携手顺丰快递合作物流自提点，
未来也有 O2O 战略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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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已经进军 O2O 的零售企业情况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公司进军 O2O 的战略

目前，公司正在跟微信谈进场事宜。公司成都/西宁/长沙/太原等主力门店均已上线微信
600859

王府井

公共账号,但仍是订阅号形式,主要用于促销优惠及活动信息的推送发布,暂无互动功能。
此外，王府井百货 APP 于 10 月 12 日上线，目前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双安商场均已上线 APP，
争取今年底，APP 覆盖所有门店。
公司宣布同腾讯微生活合作，打造 O2O 模式。公司联手腾讯微生活打造云中央应用平台。
此平台通过腾讯微生活，将公司商品、优惠和服务信息上传，让顾客通过订阅获取个性

600280

南京中商

化资讯；通过智能客服，实现与顾客一对一的互动、活动预约报名等功能。平台将根据
顾客的需求不断优化和更新功能。平台将于 10 月 16 日在南京中央商场新街口中心店及
其他连锁门店同步上线，深化应用功能随开发进度陆续完善。
步步高集团开启电子商务 O2O 全渠道战略。全渠道的 O2O：整合 PC+手机 APP+微信购物+
线下渠道。未来步步高电商将整合多渠道资源，例如手机 APP、PC、微信和线下现有渠道，
打通线上线下营销推广。步步高商城的会员能可通过各式移动终端进行商品浏览、积分
查询、即时特惠资讯推送、在线互动、售后等多重资讯服务。步步高商城还将建设个性

002251

步步高

化订制服务模块，满足话费充值、快递邮寄、订餐等等功能性服务，让消费者享受足不
出户搞定生活所需的快乐。无论身处步步高线下任意一家实体门店，都可享受商城下单
付款，就近门店提货的迅捷，以及多业态产品的综合打包服务。例如，顾客在网上订购
了步步高商城的生鲜蔬菜、化妆品和吸尘器，您可以在步步高商城下好订单，选择网上
支付或者是到店支付，然后选择到步步高就近门店提货或者送货上门。
友阿股份与腾讯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由腾讯根据公司需求，依托腾讯微信平台和会员
入口，建设“友阿微购 youa-wego”微信公众平台，内容包括：微信网上支付、地面场景
支付、网上商品购买、会员服务、品牌推荐、以及幸运降临等。此平台通过腾讯微信可

002277

友阿股份

实现移动在线支付；实现商场品牌和服务信息线上线下共享，让顾客轻松获取公司旗下
商场资讯；实现会员卡绑定，使公司已有的 40 多万会员无需持卡即可享受会员服务；项
目一期 10 月底前上线。公司可以利用自身线下的品牌优势，把线上的顾客通过微信平台
带到线下来消费，从而达到推广与营销的最大化，会员服务的优质化。
2013 年 9 月 12 日，网络公司旗下“全网营销、线上线下联动（O2O）的一站式电子商务
交易管理平台”——海皮城（www.haipicheng.com）正式上线。“海皮城”以打造专业
的皮革制品网上交易平台为目标，依托公司现有实体市场的客户资源，采取“入驻开店、

002344

海宁皮城

实体店加盟、营销服务支持”等三种主要形式，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入驻开店即实
体店商户直接在海皮城上开店，网络公司进行商品质量监督，成交后收取扣点；实体店
加盟即引导实体店以加盟会员方式在海皮城上做营销推广，通过网络导购引流等手段方
便消费者在实体店购物，网络公司收取会员费；营销服务支持即实体店商户在网上开店
或网上营销宣传时，网络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和相关服务，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联手腾讯微生活打造了天虹应用平台，
此平台通过腾讯微生活，将商场商品、优惠和服务信息上传，让顾客通过订阅获取个性

002419

天虹商场

化资讯；同时，实现会员系统的无缝对接，让会员无需持会员卡即可享受会员优惠，并
获取积分和消费信息；通过智能客服，实现与顾客一对一的互动、活动预约报名等功能。
本平台将根据顾客的需求不断优化和更新功能。平台首先将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在深圳
市宝安中心区购物中心上线，天虹全国其他 60 家门店计划陆续上线。
公司正在与邮政速递和顺丰速运合作，尝试在公司各门店试点快递业务。公司目前所开

002697

红旗连锁

展的各项增值业务，得到了社会和广大民众的认可，不但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更为公
司带来了巨大的客流量。公司的蜂窝式门店网络具有 O2O 落地的条件,并且该公司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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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设施聚客能力强劲,可以向 O2O 进一步扩展。据媒体报道，公司目前正在与多家
互联网公司洽谈 O2O 业务。
徐家汇商城 www.xjh.com 上线，第二阶段徐家汇商城将于今年 8 月份全面引入线下百货
集团的供应链资源资源，线上商城将和线下百货全面打通，形成典型的 O2O 运营模式。
徐家汇商城经过第一阶段的经营，近 5 个月累计访问用户达到 120 万，购物用户满意度
达到 98.99%，订单量实现了 100%的月增长。徐家汇商城目前拥有 15000 多个 SKU，已经
和 180 个厂商直接达成合作，其中 20%是国际一线品牌，计划在 8 月底整合到 300 家品牌。
002561

徐家汇

郭志鹏还表示徐家汇商城将于今年 8 月正式发力，大力进行推广，在传统百货电商中找
到自己的位置，利用互联网平台为现有用户创造价值，以期增量市场。徐家汇在自建平
台的同时已经入驻了天猫商城、京东商城等 B2C 平台，此外，还正在与亚马逊洽谈入驻
事宜，希望能够学习吸取这些大型 B2C 平台的成功经验，为下阶段的发展助力。10 月，
以“集合徐家汇商圈”为特色的购物网站徐家汇商城在电商平台 1 号商城的旗舰店正式
开业。

案例 1：银泰携手天猫进军 O2O
10 月 17 日上午，银泰商业与天猫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探索线上线下（O2O）的融
合发展。这应该是至今为止，中国零售业最大的 O2O 合作项目。作为合作第一步，银泰商
业集团旗下 35 家实体店相关资源将支持天猫双 11 购物狂欢节。
10 月中旬开始至 11 月 11 日，天猫形象的卡通造型看板与相关活动海报等物料在银泰全
国 35 家门店的客流聚集位置陈列。从 10 月 17 日-11 月 10 日，消费者可在银泰扫描二维码
预购天猫银泰店商品，在十几个主要门店设置天猫银泰店商品专区，用于线下体验线上购物，
扫码加入天猫购物车，双 11 零点起可在天猫完成交易。
同时，银泰宣布升级天猫银泰精品官方旗舰店，升级后的网店商品约 2 万款，6 万 SKU，
300 多个品牌。
银泰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此次合作仅仅是银泰全渠道布局的一个部分。我们的目的也
是想把线上的人气拉到线下来。”据悉，银泰会向天猫赠送一万张“银泰吃货券”，作为天猫
双 11 活动的秒杀奖品，去银泰指定门店消费。即使不买，也可以提升人流。
银泰商业集团 CEO 陈晓东在会上表示，线上线下商业走向融合，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需
要。“银泰探索线上线下货品融合、支付融合。破冰后，可能融合出一只“怪兽”，未来可能
线上更重要或线下更重要，但这不重要，我们只要是“怪兽”的一部分就够了。分账不是大问
题，一起做生意才是重要的，要开放透明。面对互联网的发展，所有的质疑和拒绝都是愚蠢
的，只有理解和拥抱。”
阿里巴巴集团 COO 张勇表示，“双方要完成真正的融合，仍面临着对商业流程巨大的改
造。人的行为在不同空间需可追踪。随着移动设备的发展，对人的行为的追踪相对容易实现。
门店其实也可以看作一个终端。人在多终端之间流动，物品在多终端之间展示，线上线下人
流是一体的。相信未来零售商线上线下是相同的货。线上消费，线下提货，线下体验，线上
付款。目前，双方合作处于破冰阶段。但双 11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案例 2：大数据改变朝阳大悦城
购物中心的真正生命力来自于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营销、招商、运营和活动推广。
在零售环境大改变的今天，当许多购物中心面临更多压力时，朝阳大悦城却表现出其旺
盛的生命力。2010 年 5 月开业，2011 年销售额突破 10 亿元，2012 年销售额近 15 亿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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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开业不足 3 年，便实现了盈利。2013 年预计销售将突破 20 亿元。
朝阳大悦城的生命力何在？除了及时的业态调整和不断创新的营销活动等这些表面上
看到的动作，朝阳大悦城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高效的运营管理，是以大数据为基础来部署，
所有的营销、招商、运营、活动推广都围绕着大数据的分析报告来进行的大战略。
现在，随着朝阳大悦城 POS 机系统和 CRM 系统的打通和微信微生活卡与实体会员卡打
通，一个通过数据分析结果、集中力量由商户延伸到消费者人群而打造“E-JoyCity” 朝阳
大悦城已然出现在人们面前。
（1）数据营销
朝阳大悦城开业时，正处于零售环境大改变的时期。电商的冲击下，传统的做法已经无
法再满足需求，加上所处的地区商业氛围明显不足，开业初期面临很大压力。压力产生动力，
要生存，就要研究并掌握市场的规律，不断创新走出新路。
在朝阳大悦城成立之初，就组建了一个数据团队。对传统零售行业而言，由于消费者进
入商场的消费目的并不明确，加之所有购买行为不通过互联网留下浏览痕迹，在这种情况下，
增加数据来源也成为数据分析团队关注的方面。2012 年一年中，朝阳大悦城在商场的不同位
置安装了将近 200 个客流监控设备，并通过 Wi-Fi 站点的登录情况获知客户的到店频率，通
过与会员卡关联的优惠券得知受消费者欢迎的优惠产品。朝阳大悦城数据来源有 3 个：一个
是 POS 机系统，任何一笔收入都进入该系统；还有一个是 CRM 系统，该系统与人关联，便
于对客户进行研究。数据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消费者调研，通过海量的调研问卷及定期的小组
座谈，深度访谈，朝阳大悦城对客群的特质掌握的愈发清晰。
通过对车流数据的采集分析，朝阳大悦城信息部发现，具备较高消费能力的驾车客户是
朝阳大悦城的主要销售贡献者，而通过数据测算每部车带来的消费，客单超过 700 元。商场
销售额的变化与车流变化幅度有将近 92%的相关度。为此，大悦城对停车场进行了改造，如
增加车辆进出坡道,升级车牌自动识别系统,调整车位导识体系等，力争吸引驾车客户。此外，
他们还调整了停车场附近商户布局，极大了提高优质驾车客群的到店频率。
经过客流统计系统的追踪分析，配上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可以有效改善消费者动线，拉
动销售是数据营销的又一成果。4 层的新区开业之后客人总是不愿意往新里走，因为消费熟
悉之前的动线，所以很少有人过去，该区域的销售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为此，招商部门在
4 层的新老交接区的空区开发了休闲水吧，打造成欧洲风情街，并提供 iPAD 无线急速上网
休息区。通过精心设计，街区亮相后新区销售有了明显的改观。
在节日里促销打折是许多购物中心都在做的，但真正把活动做好，直击人心，不只是优
秀的创意那么简单。今年三八妇女节期间，朝阳大悦城推出了“你休假、我发薪”活动，创
下了平日的销售及客流新高，当天客流增长了 69%，销售额同步增长 78%。而整个活动的
推广支出仅有 3000 元的营销成绩。
而 9 月 19 日朝阳大悦城店庆活动更是表现出数据营销的传奇。在策划之初，团队内部
也曾产生过分歧，到底应不应该在商业的淡季做这样大规模的 SP（促销）活动，信息部调
取了 3 年来的小长假的数据记录进行分析，根据销售曲线变化，最终决定把销售冲高的日子
放在了今年的中秋节，并最终核算定下了 1500 万的销售任务。同时，分析出完成任务的两
个关键点：一是在商户大力促销及活动充分宣传的基础上，预期客流与提袋率增长相对容易
实现，但客单价的大幅增长较为困难；二是根据历史经验，单日销售冲高最大的动力来自于
零售业态，而零售的集中释放于下午和晚上，上午时段的增长成为增量的关键时段。
在大量数据研究的基础上，信息部认为会员是解决这两大难题的重要手段，必须想办法
将在上午把最优质的会员吸引到店、刺激他们充分购物。信息部根据超过 100 万条会员刷卡
数据的购物篮清单，将喜好不同品类不同品牌的会员进行分类，将会员喜好的个性化品牌促
销信息精准地进行通知。同时设置会员到店礼、高额买赠等活动，刺激会员尽早到店，并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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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单。信息部还根据会员的消费记录，抓取出了在零售方面最有爆发力的 TOP100 会员，
并对其进行电话邀约，针对这些高端 VIP 设置了当日满万赠全年免费停车。
通过以上措施，活动当天会员销售集中爆发，比历史前高增长 142%，据朝阳大悦城统
计，当日销售总额、会员销售、坪效纷纷刷新历史新高，同比之前最高纪录增幅达 46.9%、
142.2%和 45.3%，其中 12 点前实现会员销售占全场销售额的 73%，成功拉动了早场销售；
会员人均消费近 2000 元，有力地拉动了全场的客单价；为全天销售大幅超过既定目标奠定
了坚实基础。数据表明，朝阳大悦城的到店客人有超过 50%是驾车客群，于是朝阳大悦城与
之应对的策略是做足电台广播，同时在地下车库坡道灯箱、电梯间等候屏、电梯门、电梯轿
厢广告等位置做好对此部分客人的信息推送。前期的数据测算、推广的周密策划加上与运营
租户的沟通，最后销售额达到了 1715 万元。
（2）精准管理
一个购物中心能否发展下去，一方面是看有无客源，一方面则在于有无足够的商户。毕
竟，400 多商户是朝阳大悦城的衣食父母。
有效的商户评价是商户管理的基础，信息部在租金销售矩阵的基础上加入了抽成、租售
比与增长情况建立了一组分析模型，能够全面评价商户的租金贡献性，销售成长性，单店盈
亏收益性，诚信合规性，从而将商户进行分类，并且定期得出不同名单，帮助招商运营推广
部门找到重点对象比如销售好、租金高的属于明星类租户在明星类租户中重点区分是否能抽
成，能抽成的商户进入白名单，是推广亮点商户；在抽成临界点故意徘徊的商户纳入黑名单，
交给运营重点稽核；比如销售差租金高的商户属于现金牛象限，此类商户重点看是否亏损，
亏损的商户也纳入白名单，是推广扶持商户，在推广扶持几个周期后，还要看成长情况，如
果成长仍然不理想，则进入灰名单给到招商部门，重点观察是否进行汰换。
通过对品牌商户日常经营状况的监测结果，总结分析商户的顾客亲睐度、销售业绩增长
与下滑是数据团队的常规工作。一般的购物中心也许可能通过主观上商户的销售业绩增长与
下滑而下定论，没能分析出背后原因。但朝阳大悦城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
能够得出这些表面增长下滑现象的背后真正深层次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采取措施更科学的帮
助商户摆脱暂时所面临的困境。
通过“多维度的大数据分析方法”
，信息部对每一个商户在各个维度中的表现都进行了精
准赋值。这样他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个商户销售变化的根本原因，哪一个维度是这个商户
的短板，针对商户短板开展精准高效的市场行销活动，不但有效提升了商户的经营水平，也
使朝阳大悦城保持了年均总销售增长近 40%的商业奇迹。
对 400 多个商户的划分和精准分析，可以给业务部门提供参考。信息部是推广部的眼睛，
清晰的洞察市场及消费者，有了这些一手的数据，推广部才不会闭门造车，就清楚在什么样
的时间节点推动哪些商户，做什么形式的活动，是用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应该投入多大的
资金，在感性创意的同时，更需要把推广理性化、科学化，使得推广更有价值。
其实，在对朝阳大悦城内部入驻商户通过数据分析而服务到位的同时，朝阳大悦城也在
这一过程中打造着自身品牌价值。随着入驻商家逐渐递增，大悦城专业、高效、真心为商户
服务的品牌资产也深深的烙印在每一个商户里，除此之外，大悦城还通过采集微博活跃度、
微信热度、网站浏览情况，以及周边二手房指数、项目地铁沿线媒体投放价格等大量非结构
性辅助数据，与销售变化进行结构化分析，提前预测区域内客群结构的变化，分析客群的潜
在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自我营销，在消费客群心目中树立品牌，赢得口碑。
（3）发现新的增长点
大数据的运用，给朝阳大悦城带来的不仅是精准管理和销售额，还有新的业务增长点和
发展空间。
以前，朝阳大悦城的 POS 机系统和 CRM 系统是孤立的，现在，运用新的软件已经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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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把这两个系统的数据整合在了一起。这样会员们买了什么东西就可以一目了然。同时数
据团队开始推动品类管理，将零售、餐饮、娱乐等大的业态细分为 30 个品类，并将品类表
现与细分客群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通过各具特色的数据分析模型，朝阳大悦城能够发现谁买
什么，谁可能买什么，什么和什么的购买是相关联的，谁和谁是同质/异质的……而这些问题
在绝大多数的购物中心里还很难得到确切回答。
现在，朝阳大悦城可以集中研究某一类人群，从而发现他们的需求。“在对会员进行分
析时，我们得到了许多好玩的结论。李英伟说，
“将业态细分到品类，将客群细分到子群体，
然后将品类/品牌表现与细分客群相结合，能让我们发现更多的商业计划”。
许多购物中心都在调整服装业态，其原因有电商的冲击等因素，但是，按照李英伟的描
述，对于朝阳大悦城这样聚焦于优质青年细分市场的购物中心来说，服装业态整体来看依然
成长健康，但在不同的季节会有结构性的变化。
数据是枯燥的，但透过数据可以看出市场的需求。当发现新的市场发展空间时，那种感
觉是愉悦的。当从业态组合的角度转变为品类的角度，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豁然出现在朝阳大
悦城眼前。将品类与客群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可以发掘更多的商业机会。比如，通过消费者
座谈会，朝阳大悦城发现了这样的结论：家庭生命周期对于女性的购物习惯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其中是否怀孕是重要的转折点，怀孕之前对服装与怀孕后明显不一样。孕妇以及哺乳
期的女性会大幅减少时装的需求，而是对衣服要求松软舒适，并开始增加婴孕用品的需求。
当孩子 1.5 岁之后，孩子能脱离母亲怀抱后，儿童教育与儿童娱乐的需求开始大幅增加，而
到孩子 3 岁上幼儿园后，母亲开始重新妆点自己的生活，服装的需求会快速的回升。
朝阳大悦城数据团队在分析会员价值时会应用一个模型叫做 RFM 模型，这个模型将最
近一次消费(Recency)、消费频率(Frequency)、消费金额(Monetary)3 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通
过考量，朝阳大悦城发现存在一部分 RFM 得分非常高的女性会员，她们的购物篮非常宽，
几乎对任何品类的购买都超过了其他会员群体。在对她们进行深入访谈时发现，这部分女性
主要集中在 35～45 岁之间，她们经常来朝阳大悦城，也很愿意在朝阳大悦城消费，但普遍
反映服装品类可买的东西不多，而只能去新光天地买。进一步研究发现，她们并不盲目追求
奢侈品，但对单价在 2000 元以上的女大淑、设计师女装品类有着突出的需求。于是朝阳大
悦城在 2 层集中打造了一个女大淑、设计师女装组团，这个品类成长情况良好，像爱特爱等
品牌日均坪效（每平米每天产生的销售额）能达到 200 元左右。
8 月 8 日，朝阳大悦城宣布将微信微生活卡与实体会员卡打通，成为了京城首家实现这
一功能的购物中心。朝阳大悦城推广部副总监文娟说：“这次打通微信与实体会员卡，其意
义不仅可以通过提升用卡环境的便利性，更好地将客户体验落到实处。同时，朝阳大悦城看
好消费数据、阅读行为、会员资料打通后潜在的数据价值，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
消费习惯，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供一系列会员服务，真正地将用户体验做实、做深，是其对
大数据资源深挖的又一着力点。”
“朝阳大悦城正在尝试通过筛选品牌，为一群人定制商品；通过微信细分人群，做零售
的前端。” 李英伟说：“微信与实体会员打通实际上是把阅读习惯与购买习惯打通绑定，目
前朝阳大悦城还处于探索阶段。这个体系要完善需要几个条件：一是数据是否对我们开放；
二是分析模块是否成型；三是基于新媒体分析、手机定位，这其实是对每个人行为能力轨迹
的分析，目前技术还不成熟。”
踏上商业的道路，才知道未来充满不确定。对于朝阳大悦城而言，服务已拥有的会员体
系已然成型，而探索未来的顾客、把握消费者前期行为，对销售、品类做出预测，实现 O2O
则是更大的任务，也是充满新奇的漫漫长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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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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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赢沪深 300 指数 5%～20%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与沪深 300 指数偏离-5%～+5%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输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赢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与沪深 300 指数偏离-5％～+5％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输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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