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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 3.8 扫码购物：第三类消费生活

场景初现端倪，争夺之战或将开启 

 
 
■淘宝“3.8 扫码节”成绩斐然。继将 11.11 由“光棍节”成功改造为

“购物节”后，阿里再次发力“3.8 妇女节”打造“3.8 扫码节”，3

月 8 日补贴数亿元力推“扫码购物”。 

 

■第三类消费场景初现端倪，动了谁的奶酪？本次扫码节由于推出的

品类主要是食品、洗护、母婴等日常用品，且部分品类直接与品牌商

合作（包括花王、联合利华等），被市场解读为是线上向线下商超发

起的一轮“宣战”，未来线上电商可能通过扫码购物进一步侵蚀线上

零售的营收与利润空间。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本次扫码节亦开启了

线下零售商对新消费场景的发现，扫码购物或将成为零售商打通线上

线下流量的重要手段。 

 

■脑洞大开，新场景争夺之战中的消费者习惯培育与物联网的结合。

扫码习惯的形成会让线上线下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在线上消费增速趋

稳并下滑的背景下，扫码购物将为线上电商带来新的流量，移动购物

消费场景有了实质性拓展。同时，对线下零售商而言，第三类消费场

景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流量的减少或消失，相反可能促进原有商业的改

善。未来在消费者习惯养成的基础上，在互联网过渡到物联网的背景

下，扫码购物或将改造原有线上线下的消费场景，亦或是帮助线上线

下零售商突破现有局限。而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看到的或许是新一轮

场景争夺之战的开启。 

 

■风险提示：新场景消费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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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3.8 扫码节”成绩斐然。继将 11.11 由“光棍节”成功改造为“购物节”后，阿里

再次发力“3.8 妇女节”打造“3.8 扫码节”，3 月 8 日补贴数亿元力推“扫码购物”。根据

来自淘宝的数据，9:00 活动开始 10 分钟后，全国扫码抢购人数达到 38 万人，平均每分

钟扫走 1 个一线城市大型超市 1 天的销量。30 分钟内，已经有 3 万桶食用油、30 万盒牛

奶、4 万瓶洗衣液、30 万卷纸巾被“扫”走。截至 14 时，通过手机淘宝扫商品条码次数

达到千万次，扫进商品数突破百万件。本次扫码节中，新生代用户占比超过 80%，其中，

“90后”用户占比最大达到了 47.25%，“00 后”用户位列第二，占比 36.11%。分区域看，

扫码人数前十位城市分别是：上海、杭州、北京、武汉、广州、苏州、南京、深圳、宁

波、天津。 

 

第三类消费场景初现端倪，动了谁的奶酪？条形码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其对于消费

者而言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熟悉在于条形码出现在几乎每件商品的包装上，陌生在于

消费者未曾真正亲自利用条形码，而仅仅将其当做一个符号。2014 年以来，伴随如阿里、

腾讯等电商条码库的搭建完善和营销推动，条形码华丽丽地重新扮演起新角色，用户只

需要拿出手机，打开淘宝或微信客户端扫一扫商品上的条形码就可以寻找到相同商品或

同类推荐商品而实现在线购物。这意味着继线上、线下两种消费场景外，条形码（也可

能是二维码）所引导的第三类消费场景开始呈现在人们眼前，通过条形码所引导的消费

场景将分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与细节之中。 

本次扫码节由于推出的品类主要是食品、洗护、母婴等日常用品，且部分品类直接与品

牌商合作（包括花王、联合利华等），被市场解读为是线上向线下商超发起的一轮“宣战”，

未来线上电商可能通过扫码购物进一步侵蚀线上零售的营收与利润空间。然而从另一个

角度看，本次扫码节亦开启了线下零售商对新消费场景的发现，扫码购物或将成为零售

商打通线上线下流量的重要手段。在消费者扫码习惯未完全养成的情况下，由谁率先发

起活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线上或线下的零售商究竟哪一方所提供的扫码购物方式和内

容最能够解决消费者的痛点，同时带来品质、便利与低价。未来的商超中或将陈列 10 倍

于当前品类的商品供消费者体验，而减少单品的数量，消费者在试吃、试用后只需扫一

扫就可以进行购物，并由零售商家直接配送。实际上，在日本，对超市中的大米、整箱

饮料等分量较重的商品，消费者可以通过扫码并支付一定配送费后，就可享受超市的当

天送货上门服务；对于实体店无法配全的商品，将鼓励消费者扫码并登录网上超市购买。

如此既解决了消费者购物体验和购物便捷的问题，又使得零售商的门店得以充分利用，

甚至大量减少仓储成本。因而，这第三类消费场景将是谁动了谁的奶酪？我们尚无法完

全得出结论。 

 

脑洞大开，新场景争夺之战中的消费者习惯培育与物联网的结合。今年 3 月 4 日，阿里

巴巴宣布已完成全球最大的条码库的搭建，条形码储有量已达亿级。阿里搭建条码库的

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获取互联网上的条码，第二是与如中国条码中心、欧盟条码中

心、美国条码中心等官方机构合作，第三是依托 800 万商家自主上传。而传统超商的条

码库建设基于过去数十年的实体销售，存量亦相对可观，在自有基础上继续完善满足消

费者主要需求并不存在显著难点。因而条码库本身并非是扫码购物下成功的关键，更为

重要的应当是用户消费习惯的培育，以及从互联网到物联网过渡中，信息的双向传导所

添加的更多元素与价值。 

本次“扫码节”是淘宝对用户消费习惯培养的重要推进，阿里对魅族的投资可能是对扫

码购物消费者习惯养成的新布局，未来阿里或将把扫码技术与手机结合，在不进入 App

的情况下，摄像头打开便可直接实现扫码，如此便可促进这一方式应用场景的快速增加

和普及。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演进，物联网正在逐渐深入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中，物

联网时代的“扫码”或将使原有的信息传导方式由单向转变为双向。也就是说，现有扫

码购物是扫条形码后，用户单纯读取到产品信息，并在线上选择购买；未来经扫码下单

的商品将与用户产生双向交流。举个例子，扫码所购得的牛奶将在快到期时候，自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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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中发出提醒“牛奶即将到期”，或者说“亲爱的主人，我将于 30 天后到期，请赶紧

喝完我”。 

总而言之，扫码习惯的形成会让线上线下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在线上消费增速趋稳并下

滑的背景下，扫码购物将为线上电商带来新的流量，移动购物消费场景有了实质性拓展。

同时，对线下零售商而言，第三类消费场景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流量的减少或消失，相反

可能促进原有商业的改善。未来在消费者习惯养成的基础上，在互联网过渡到物联网的

背景下，扫码购物或将改造原有线上线下的消费场景，亦或是帮助线上线下零售商突破

现有局限。而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看到的或许是新一轮场景争夺之战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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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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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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