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线上商城加码布局三四线城市
消费升级催生新兴市场，引发“贴标签”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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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黄亚苹

4月15日， 友阿海外购位
于株洲神农太阳城的线下体
验店正式开业。据了解，这个
经营面积达400平方米的线下
体验店为该品牌首次入驻三
线城市株洲。

三四线城市正在成为诸
多线上商家铺设线下渠道时
着力争抢的蛋糕。 这其中，除
了湖南本土平台外， 不乏京
东、 阿里巴巴等业界大佬，农
村淘宝、京东便利店或将为三
四线城市带来更便捷的O2O
消费体验。

“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建设
加快，未来长远的主战场应该
在三四线城市。” 友阿股份董
事长胡子敬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而各大电商销售平台的销
售统计数据也显示，随着消费
不断升级而催生的三四线城
市新兴市场，成长速度或许超
出市场想象。

湖南本土商家抢滩布局

“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能力
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消费者愿
意花上万元买个包，或者几千
元买一个洗脸仪。” 友阿股份
运营总监、友阿海外购创始人
胡硕透露， 从去年以来友阿海
外购尝试在郴州、 常德等地开
设的体验店销售情况看来，三
四线城市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
能力不容小觑。

记者注意到，此次友阿海
外购加大三四线城市线下体
验店布局力度，在株洲开出经
营面积达400平方米的线下体
验门店， 并尝试了搭配进口生
鲜、水果进行线下销售，这在该
品牌十余家线下体验店中尚属
首次，甚至领先于省会长沙。

省内持续在三四线城市
发力的当然不止友阿一家。据
了解，湖南本土线上腊味销售
品牌松桂坊目前也已开始线
下腊味煲仔饭门店的铺设。目
前，该品牌位于湘西凤凰的门
店也已进入装修阶段。

“目前， 在郴州开设的经
营面积仅不到四十平方米的
小店，每月销售额已超过长沙
的好几家店铺。” 友阿云商副
总经理许勇波表示，本月还将
在株洲开出另一门店，而在今
年50家的开店计划中，三四线
城市布局占据重要比例。

销售激增成深度开发目标

早在5年前， 阿里巴巴旗
下淘宝、天猫的年交易额突破
10000亿元时， 三四线地区的
消费力便已初现端倪。 彼时，
来自阿里巴巴的数据分析显
示，三四线以下地区的消费正
以60%的增速追赶一二线城
市的消费力。

而在天猫发布的《2016中
国美妆消费趋势报告》中也提
到，2012年至2015�年，天猫美
妆每笔交易单价排名前十省
份分别为西藏、新疆、青海、北
京、内蒙古、甘肃、宁夏、上海、
云南、湖北，不难看出，中西部
省份高消费水平尽显。

报告认为， 新兴人群、渠
道下沉和高端品类正成为线
上美妆快速增长的“三驾马
车”， 越来越多的三四线城市
消费者成为海外美妆品牌的
高端用户。

三四线城市不断增长的
消费，尤其是高端消费，正成
为线上商家们眼中的竞争蓝
海。 今年4月10日， 京东集团
CEO刘强东就公开对外宣布，
京东5年内将在全国开设超过
100万家京东便利店， 其中一
半在农村。此前不久，他还曾
表示， 京东要在全国开设1万
家京东家电专卖店，“让村镇
的老百姓也能享受正品低价
的服务。”

早前， 阿里巴巴B2B事
业群总裁吴敏芝也曾公开表
示， 阿里巴巴计划在3到5年
里投资100亿，建立1000个县
级的服务中心和10万个村级
的服务站，将会覆盖全国三分
之一的县以及六分之一的农村
地区。

当一二线城市的消
费力正在逐渐趋于饱和，
如何挖掘三四线城市的
消费新蓝海成为众多商
家们不得不主动思考的
议题。有意思的是，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商家争夺
三四线城市的目的，除刺
激销量外， 还有更多的
“醉翁之意”。

许勇波就表示，希望
友阿海外购跨境体验店
在株洲的开设能够起到
先导作用，为下一步友阿
购物中心在三四线城市
的扩张， 优化企业形象，
培养忠实顾客。

据悉，未来友阿海外
购将以社区型加盟店为
重点，深挖社区经济。“50
平方米的店铺投资只要
20万至30万元，店主通过
朋友圈、微信群等社交平
台与消费者形成亲密粉
丝互动关系，完善社区型
业态。”许勇波如是说。

而松桂坊在省会长
沙大力推进线下煲仔饭
店铺设的同时，回归品牌
创始地凤凰开设一家装
修独具特色的体验店，其
用意则更是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 京东、苏
宁、国美、阿里等大咖们
的争夺更是分秒必争。在
这场“三四线新兴城市”
的争夺战，俨然已成为一
场“贴标签”游戏，有限的
优质线下门店资源以及
“蛮荒” 消费市场究竟会
被谁贴上更多的自家商
标，不禁让人有点好奇。

意在“贴标签”

4月15日，2017中华茶祖节·南岳茶文化节活动在南岳衡山景区“十里
茶乡”举行。献果、敬献三牲、礼拜……春茶“开山仪式”后，游客与身着蓝衣、
头戴斗笠、背着竹篓的采茶姑娘一齐净手入园，采摘今春头班云雾茶鲜叶。

该景区宣布，即日起，全国道德模范及“中国好人”凭荣誉证书、身份证，
终身免费进入南岳衡山景区参观游览。

■记者 梁兴 通讯员 文丽贵

南岳今年头班春茶开采

时间如白驹过隙， 一转眼湖
南宝中国际旅行社进入湖南已经
七个年头了。 这是全系统兄弟姐
妹们奋力拼搏的七年， 是进步成
长的七年，是团结奋进的七年。这
七年我们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在
湖南旅游及旅行社行业创造不少
卓越成绩，并多次获得省、市“最
佳旅行社”“消费者最满意旅行
社”“消费者最信赖旅行社”“旅游
市场开发先进单位”“A级信誉单
位”“最具人气旅行社”“文明旅行
社”等各项殊荣 。尤其可喜的是，
湖南宝中国际旅行社在2016年
岁末的时候获得了五星级旅行社
荣誉，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是
全系统宝中人努力的结果， 是全
系统一千多宝中人的骄傲和自
豪!

�“五星”是旅游公司的最高

星级， 对于湖南宝中来说又是一
个新的起点, 全体湖南宝中人也
将以“更专业、更敬业、更职业”的
行业标准来要求自己！

为了感谢湖南市场广大客户
七年来对公司的支持与信任，湖
南宝中国际旅行社在迎接“五星”
殊荣的同时也会推出一系列“迎
五星、送优惠”的旅游产品，敬请
期待！

“五星”湖南宝中送优惠

注销公告
刘思娜：湘 A9Z738 货车年限
已到，注销行驶证、道路运输
证 430121200660、经营许可证
43012120032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金树种植专业合作社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3 份，
发票代码：4300141620,号码:
01472881、01472882、01472
8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湘润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2016
年 7 月 5 日由湘潭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
300MA4L5ALB1Q，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马王堆制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900794
729804G）遗失公章、财务专用
章和周祖华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亚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6 年 4月 15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2
MA4L3T7P8P，声明作废。

◆李松蓉遗失教师证,证号 2008
4305111000027，声明作废。

◆周瓒身份证遗失，证号 430103
196304291524，声明作废。

◆湖南警察学院万常萍遗失报到
证 201611534200250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铭翔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常含纯，电话 18975182467

◆周强遗失电梯操作证,证号 43
0124198509244730，声明作废。

广告信息

公告声明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产、电
站、农牧业、制造业、在扩建
工程等）轻松解决资金周转困
难。 高薪聘驻地商务代理
手机：15156515948 雷经理
邮箱：2385848166@qq.com

重点投资高端制造业、房地
产、矿业、新能源、农牧林、
企业扩建，种养殖业等。
（高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18255111897万经理
邮箱 18255111897@163.com

安徽久昌投资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按不超过 13个字计）

大额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业、
新能源、农牧业、在建工程等
项目的企业，高薪聘商务代表
15212448682王经理

安徽亿通投资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公告
南市监公送字〔2017〕1号

董希党、吴建忠和欧建华：
你们为争取 15 年承包经营湖南
省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常德范
围内的银行武装押运的交易机
会，以便牟取非法利益，与能够
影响交易的决定方事先约定占
干股，在承包经营期限内逐步兑
现承诺即股份分红，即便是干股
股本本金（28.75 万）已退还，行
为已终止， 但该行贿行为终止
后，你们继续按 23%的股份分红
给决定人，新的行贿行为继续至
被相关部门发现时终止。 其实质
是你们为争取银行武装押运业
务的交易机会，假借干股和干股
分红名义承诺、实施、实现商业
贿赂决定人的行为。 该行为，已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 第二条第一款的规
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第一款和
《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
规定》第五条规定的账外暗中贿
赂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违法行为。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本局拟分别对你们
罚款 100000 元， 没收董希党违
法所得 6177538.5元、 吴建忠违
法所得 3000518.7元和欧建华违
法所得 4412527.5 元的行政处
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二
条、《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
罚案件听证规则》第六条、第八
条的规定，你们有陈述、申辩和
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因无法与
你们取得联系，本局以邮寄方式
向你们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 你们拒绝签收或非本人签
收，现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15 日内，你们有权陈述、
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 逾期视为
放弃上述权利，本局将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

南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17日

注销公告
湖南天禹复合环保建材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议决议解散，请各
位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小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高寄平 13308426408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与长沙
武钢华中销售有限公司的合并
协议，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吸收
长沙武钢华中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武钢华中销售有限公司解
散注销，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存
续，长沙武钢华中销售有限公
司的债权债务由武汉钢铁有限
公司承继。 为保护合并各方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合并各
方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联系人：
袁辰 电话：13871333377
长沙武钢华中销售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厚建
电话：0731-85463332

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长沙武钢华中销售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8日

全省范围内有分类广告承揽经
验的团队或个人均可申请分
类广告代办。 详询请拨———
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鼎极文化（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诚招全省分类广告代办点

遗失声明
湖南华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号:430000000100633)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邓春华)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