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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声势，今年“6·18”大促逐渐进入尾声。善于造节的电商企业们，通过京东诞生日这个契机，经过
三年竞争，终于在“双11”后，将“6·18”前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打造成上半年属于电商们的“大促季”。相比往年“6·18”，今年的
大促中，无论是京东还是其他企业，都做出了一些新的努力。无论是顺应市场还是初尝创新，这些特点或许将成为电商未来的发
展新趋势。

“6·18”电商大促诞生哪些新特点？

在6月18日京东大促最高潮之

前，其实各个品类、各种形式的促销

已持续了18天的时间。

作为原本的京东诞生日，随着

其在行业内不断成长，也让本应是

一场简单的店庆活动，在近两三年

其他电商企业们不断的跟进下，

“6·18”逐渐成为“双11”外，属于电

商领域上半年的“网购促销季”。

今年京东对“6·18”的线上营销

是从5月底开始的，宣传口号沿用了

去年的“618 Party On”。从6月11

日开始，一款与去年阿里巴巴颇为

神似的“星系图”HTML5页面上线，

在这个模拟星系中，除京东外，还有

包括GAP、蒙牛、联想在内的8个品

牌也依次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开始

配合京东进行“6·18”营销。

有意思的是，对于各大电商企

业来说，一到促销竞争时节，相互广

告语之间的揶揄必不可少。这一次

率先发起挑衅的，却是京东的竞争

对手天猫。6 月 16 日，天猫联合 9

万家品牌旗舰店，打出“品牌自营，

拒绝翻新”的各类广告，“正面回应

及警示其他电商平台的‘翻新’行

为”。从月初就开始此起彼伏的营

销，也让消费者感觉到从 6 月一开

始，电商企业间的促销季就已经拉

开。

不过京东的竞争对手随时间推

进也在发生变化，在“6·18”之后的

晒战果比拼中，京东的竞争对手则

从一开始的天猫，换为另一大竞争

对手苏宁易购。据京东披露的数据

显示，2015年“6·18”店庆大促期间，

京东再度刷新销售记录，6月18日当

日下单量超过1500万单，相比去年

同期增长超过100%。其中，移动端订

单量占比超过60%。服装鞋帽类在所

有品类商品的下单量中位居第一；

京东闪购也迎来大幅增长，订单量

是去年同期的30倍。同时，手机、家

电和智能产品的热销、全球购的火

热及“京东到家”O2O等新业务的狂

欢也成为今年“6·18”的鲜明亮点。

另一方苏宁易购也不示弱。据

其发布的数据显示，苏宁易购在

“6·18”期间订单量同比增长426%，

门店同比增长 353%，创造本次“6·
18”电商大战的最强增速记录。其

中，移动端订单量占比57%，也从侧

面体现出苏宁 O2O 战略的成功落

地转型。流量方面，苏宁易购同比

17 日增幅 285.35%，自称力压其他

两家占据行业TOP1。

京东、天猫、苏宁易购等电商企

业在“6·18”前后的种种营销，也让

消费者感到 6 月将形成一个“电商

大促月”。

据艾瑞发布数据显示，京东在

今年“6·18”流量在电商平台总流

量中占比增长至 31.8%，高出去年

10%。不过其竞争对手天猫跟苏宁

易购同样出现了增长，其中天猫平

台在“6·18”当天流量占比从去年

的 18.6%增长到 23.4%，苏宁易购

则较平时翻了一倍。唯一有所下降

的是淘宝网，其流量则由去年的

53.7%下降到 37.7%，下降幅度将

近20%。

这样的数据也表明，“6·18”

并不能说是京东一家的秀场。苏宁

易购、国美在线、唯品会等太多电

商企业加入促销大军。而且今年的

大促形式，也从简单粗暴的价格战

慢慢走向各现所能的服务比拼。

在前期促销比拼阶段，此次大

促主要以发红包等形式为主，如京

东与微信和手机QQ合作，不仅在

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发送 20 亿元红

包，在京东微信购物、京东手机

QQ 购物也有大量红包和礼包派

送。其他电商企业也是如此，去年

京东的主要对手国美在线今年针对

冰箱、洗衣机、彩电、空调等家电

品类推出 32 亿元专用现金券，以

及全场最高减 2000 元等活动，甚

至推出承诺全网价高赔500元等活

动；天猫商城主要以低折扣、满减

神券为主；苏宁易购则陆续送出

10亿元优惠红包，在 6月 17~22日

还有全场低至5折优惠，部分品类

买二付一等活动。

在这些活动成功吸引消费者眼

光后，电商们则开始拼出自己的其

他水平。京东支付此次在“6·18”

期间已承接京东电商体系80%的在

线交易以及所有线下货到付款交

易。此外，京东支付已能支持京东

集团旗下多个业务形态，京东众

筹、京东到家以及全球购等业务都

已顺利接入京东支付，让用户在轻

松购物的同时享有更安全便捷的支

付体验。已经覆盖北京与上海城区

的“京东到家”O2O 服务也成为

今年“6·18”的新生力量。“超市

全场 6.18 折、6.18 元的疯狂秒杀，

也让很多线下消费者参与到“6·
18”的狂欢中。据统计，6月18日

当天，京东到家订单金额达到平日

的5倍，达到服务上线三个月来的

新高。

苏 宁 易 购 在 此 期 间 则 在 手

机、电脑、数码相机等品类也打

出 具 有 竞 争 力 的 价 格 牌 。 比 如

6.18 元的充电宝、61.8 元的相机、

618元的国际大牌耳机。而苏宁闪

拍参拍人数也超过 100 万，用户

点 击 “ 出 价 ” 参 拍 的 次 数 超 过

270 万人次。其中，价值百万元

的珂兰钻石无底价闪拍专场吸引

3 万多网友围观，经过 264 轮激烈

竞 逐 最 终 以 50.1 万 成 交 。 邓 超

2015 电影新作群演资格拍卖专场

吸引 3.2 万网友围观，成为此次

电商年中庆大战中苏宁易购强势

分流的利剑。

据了解，今年京东“6·18”全力

推进的“全球购”也得到大量消费者

的青睐，来自海外的母婴用品、保健

品、化妆品也成为此次“6·18”消费

者追捧的热点品类，在“6·18”当日，

母婴自营销量较5月日均增长近20

倍，个护美妆增长超 20 倍，食品增

长400%。

京东在跨境购物方面的逐渐重

视，其实也是整个电商企业在开发

新市场方面的一个缩影。针对海外

购用户，苏宁易购依托国内保税仓

最快72小时出仓发货。可见从“海

外代购”热潮到各类跨境电商的兴

起，国内消费者对海外商品热情还

是非常高涨的。

据介绍，京东“全球购”在今年

4 月正式上线，采用海外直采和开

放平台的模式。“6·18”期间，京东全

球购业务已涉及到法国红酒、荷兰

奶粉、韩国化妆品等众多商品；国美

在线则在“6·18 期间”靠酒类电商

切入，通过GOME酒窖进行海外直

采后，推出限量采购。与京东和国

美在线的自营为主不同，天猫的平

台模式则要解除消费者在正品和物

流上的顾虑。这次“6·18”期间，天

猫已有 2 万多个商家参加促销活

动，100 多个海外品牌同货同价并

提供免税包邮政策。而一直低调的

亚马逊也在今年 6 月 10 日宣布参

战，开启“2015 年中大促暨首届全

球钜惠狂欢节”，整合海外直购、进

口直采以及独家海外爆款的全线国

际商品。

或许是因为近段时间跨境消费

的大热，在“6·18”期间，还有一大批

新锐跨境电商异军突起，如专注跨

境电商的蜜淘参与了今年“6·18”，

不仅保证保税区商品全网最低价，

并且保证商品在1~3日到货。还有

如网易考拉海购、洋码头等，这些小

型电商也意图通过此次大战在市场

上博得一席之位。

从消费者的付款方式来看，京

东白条等服务也在逐步改变着消费

者的网购习惯。此次京东白条也成

为电商企业让消费者“冲动消费”的

一大利器。数据显示，“6·18”期间

京 东 日 均 交 易 额 环 比 上 月 增 长

240%，其中“6·18”单日白条订单占

比超过 8%，80%的白条交易为分期

购物。据介绍，白条用户平均客单

价是其他用户的两倍，“6·18”期间，

最受白条用户欢迎的品类依次为手

机、家用电器、电脑，每卖 5 部手机

就有一部是打白条分期的。

而同样是“6·18”期间，苏宁易

购以“三零分期”方式拉动消费，即

消费者在苏宁易购全站消费满 9

元即可通过“任性付”支付方式办

理三零（零首付、零利息、零手续

费）分期，用户无需信用卡、银行

卡、支付宝付款，仅凭个人信用就

可以在苏宁的线上、线下享受到这

一最高额度可达 20 万元的分期付

款服务。据介绍，也正是这一优惠

直接拉动了苹果系产品销售，在促

销期间 2000 台 iPad mini 25 分钟

内 售 罄 ，1000 台 13.3 英 寸 Mac-

Book air30分钟售罄。天猫则联合

了蚂蚁金服旗下的“花呗”，在天猫

可以先消费后分期还款。在“6·
18”期间，天猫还推出了校园分期

业务，在线大学生最低可享受 3000

元的信用额度。

数据显示，“6·18”期间有60%的

白条交易在移动端完成，可以说移动

端也逐渐成为消费者一个新的消费

习惯，尤其在整场京东金融“6·18”活

动中，移动端表现更加抢眼。据了

解，京东财富管理平台约60%的用户

是通过移动端来操作业务。供应链

金融旗下包括京保贝和京小贷在内

的融资产品提供了60亿元的融资支

持，这也有效缓解了商户“6·18”的备

货压力。京东金融为消费者推出的5

款保险，包括众筹跳票取消险、投资

信用保障险、海淘保障险、家居无忧

保障险及30天退换货险的互联网保

险产品，也是京东保险产品借助“6·
18”大促的首次亮相。

按照传统来说，家电是京东具

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品类，所以“6·
18”促销当天，家电类的销售相比去

年同期增长150%，其中智能家电和

高端产品的热销成为一大亮点。今

年“6·18”，京东大家电县乡级市场

拓展的“京东帮”服务店首次参与到

这个网购狂欢节，他们也交上了一

份答卷。数据显示，“6·18”当天“京

东帮”订单量是6月17日的3倍多，

“京东帮”乡镇订单占比达到 60%，

并且最终全国超过700家“京东帮”

服务店贡献京东大家电销售额中的

20%。而“京东帮”服务店在“6·18”

当天销售最好的家电品类为空调、

平板电视和冰箱。

对于家电成为“6·18”农村电商

的主角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据之前

调查显示，大家电是目前农村淘宝销

售占比最高的一级类目。在售出的大

家电中，销量最大的是洗衣机，其次

是平板电视，热水器则占据了第三

位，冰箱、冰柜、空调也是村民们喜爱

的家电。在采购数量上，部分地区还

出现了家电批量购买的情况。

不过与跨境电商这样的繁荣相

比，农村电商的成绩目前还不算让

人满意。

2014 年被电商行业称为“农村

电商元年”，当时京东官方曾表示，京

东既能出国，也要下乡；高大上起来

进得了纽约时代广场，接地气下去能

涂遍农村的红砖墙。并在发表此话的

时候配上了两幅照片：一张是纽约时

代广场的巨幅广告，而另一张则是红

底白字刷在农民家墙上的宣传语。今

年上半年，以阿里、京东、苏宁、国美

为代表的几家电商巨头在农村电商

领域直接展开“贴身肉搏”。

不过从目前看，“6·18”期间电

商平台在农村电商方面并未集中发

力，而且除京东、淘宝外，剩下的电

商企业对于农村市场反馈明显不

足。

虽然近年来厂商们都在致力于

渠道下沉，农村市场成为一块巨大

未开发的潜在市场。但其实这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情。经过几年努力，

很多电商企业们仅仅是进入三四线

市场，真正的农村市场涉足者寥

寥。因为这是实力企业才玩得起的

一片市场

对于“6·18”促销来说，在18日

过后，京东等企业仍希望借助一些

品牌的继续促销拉长整个“6·18”的

战线。据了解，19、20日两天，京东

全球购将会继续推出更多优惠活

动，这一举措也迎合了2015年京东

全球化布局加速的方向。

除了全球购商品外，19、20 日

两天仍将有大量品牌商品持续促

销；随后京东家电还会在 20~26 日

连续推出“端午钜惠”专场、清仓寻

宝日等活动，延续“6·18”期间的促

销力度和优惠；苏宁易购还将推出

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场活动。消费

者购买苏宁易购自营商品单笔订单

满1000元将返1300元套券；国美在

线也在继续借助着“返场促销”的概

念，试图继续引发消费者的关注。

目前来看，很多电商企业也努力将

“6·18”大促至少持续到6月22日。

在“6·18”过去后的几天时间

里，已有业界发出了不一样的声

音。有专家分析称，今年电商行业

的整体业绩增速预计将有 30%~

40%的幅度。这也意味着，中国的

电商市场正在告别销售额动辄翻番

的时代。当这块市场开始步入低速

增长期后，一些中小电商肯定会受

到不小的冲击。

不过对于声势浩大的“6·18”

大促来说，正面积极的声音还是不

少。此次大促中，几乎所有参战电

商都达成一致的是，在价格战搏杀

越来越激烈的当下，电商之间的竞

争应该展现出更多商业本质的东

西，回归到怎样提供更多创新的

服务，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价值

和惊喜。在今年“6·18”大促中，

电商之间的竞争已经出现一些新

的苗头，除了“拼价格”之外，竞争

的 重 点 也 慢 慢 转 移 到 了“ 拼 玩

法”、“拼金融”、“拼服务”等方面，

这对主要以“资本补贴消费、赔本

赚吆喝”的电商行业来说，无疑是

一个好征兆。

无论是什么样的观点，电商企

业们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就要拭目

以待“双11”的到来了。

特点一 六月网购季基本成形

特点二 促销手段屡屡创新

特点三 跨境购物备受青睐

特点四

赊账消费渐成风气

特点五

三四线城市还是“买大件”

特点六

返场让利拉长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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