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菜到了吗？ ”中午过后，天河区一个社区团购群
里陆续发出小区用户的询问，催促团长阿海（化名）尽
快安排好晚饭前的提货。 每一天，阿海都要在群里发
出上百个团购信息。 作为 2020 年最大一个风口，中国
社区团购市场规模预计已达 890 亿元，未来两年预计
突破千亿元规模。 市场快速崛起，巨头拥簇而上，抢占
市场的激战中问题频发。 2020 年 12 月 22 日，市场监
管总局联合商务部组织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
指导会，对社区团购商品价格、市场垄断、限制竞争、
大数据杀熟等 9 方面做出限制。

“除了补贴带来的不当竞争外，我担心的是社区
团购成为山寨产品的集散地。 ”一名资深行业人士表
示。 然而，因为采取社区团购模式而终于生存下来的
企业却表示，新的渠道给了他们推广社区化服务的机
会。 行业研究员表示：“无须对社区团购一棍子打死，
但也要看到因为资本进入令它产生的弊端，而更重要
的是思考如何让它有序地、良性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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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团购：

从商业模式中寻找社会创新力量

“平台会把钱赚回来”

小婉（化名）加入某电商巨
头旗下的社区团购平台刚好满 3
个月，从做开团的 BD（商务拓展
人员），到转为运营人员，每天的
日常工作就是推团购产品和协
助团长建群拉新，还要负责售后
处理工作：“我们的运营模式可
以概括为 B2B2C，就是直接从承
运商拿货，分到团长那里，然后
直接销售到 C 端。 ”

“入行是因为我看好这种模
式。 ”小婉说，她了解到大多数消
费者对公司平台的反应比较好，
但也有一些兼任团长的水果店
老板跟她诉苦说平台的水果价
格太低， 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
意。 但她认为，实体店的销售和
社区团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
者是即时性消费，而后者一般是
当天消费、隔天送到，相等于“T+
1”,两者之间的竞争算不上“针锋
相对”。

在她看来， 巨头逐鹿中原，
抢占市场，手段与以往其他行业
并没有不同：“这个阶段，平台要
的是线上的流量，要让消费者养
成在各自平台购物的习惯，所以
愿意花钱做补贴。 ”她坦言，有的
产品价格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优
惠，比如近段时间平台销售的西
兰花价格为 500 克 0.99 元，而市
场价约为 500 克 5 元左右。

不过，她发现，除了这种特
价秒杀商品外，大多数商品的价
格与市场价差别不算大，而公司
之所以能够良好运行，是因为他
们以生鲜为主，而生鲜的利润很
高，达到 50%~60%，大多数商品
都直接来自供应商，省下许多分
销环节的成本：“但是我们都知
道，补贴到一定时间，只要大家
形成购物习惯，平台总要把之前
补贴的钱赚回来。 ”

有媒体报道称各家平台不
惜高薪抢夺团长，出价动辄一万
多元/月，小婉却表示“没有这么

夸张”：“我们给团长的佣金在营
业额的10%左右，如果加上‘拉
新’多一些，大概拉一个给团长
奖励 3-5 元， 而且团长的工作
很烦琐， 如果把做团长当作全
职，工资不太高，一般只能作为
兼职。 ”

“不知名牌子一定不买”

记者在多个社区团购群中
“潜水”，观察到主要有几种社区
团购模式： 团购平台+社区生鲜
店，团购平台+社区便利店，大型
超市社区团购，社区群中的接龙
团购等。 在一个超市团购群中，
管理员在发布团购信息的同时，
也会管理群友的积分：“签到加 8
分；发言 1 次加 1 分；邀请 1 好
友进群，加 10 分；好友退群，自
动减 10 分；在群晒单加 3 分（线
上线下团购都可以，需为当天的
消费订单）； 指定拼团商品有对
应积分送……”积分可以直接兑
换成奖品。 管理员告诉记者，所
有商品都来自超市， 品质有保
证，而且价格更优惠：“虽然说要
自提，但是跟以往到超市买东西
不是也一样， 还更不用浪费时
间，到柜台取货。 ”

在一家社区生鲜店门口，一
名刚刚提货离开的女士表示，自
己更习惯在这里团购，因为回家
路上就可以顺便把菜带回家：

“但社区团购有一些说不上是什
么牌子的货，我就一定不会买。 ”
当记者私下联系团长了解团购
的鲜肉、排骨等的来源、证明时，
团长表示“都有证明”，并提供了
产品的包装图，上面有产品的品
名、规格、生产商、地址、包装日
期和生产编号等，但未提供相关
检疫证明。 一名习惯在社区团购
群买菜的许女士（化名）告诉记
者：“我一般只买菜、水果和烘焙
产品，有时也买点日用品，肉还
是得在超市、市场买。 ”

不过，一个团购平台的工作
人员却表示不存在假货问题：

“我们所有的货品都是统一的供
应商，我们对供应商的要求很严
格，要求对每一件商品提供相应
的资质证明或质检资料。 ”她告
诉记者，尤其对于肉类，许多消
费者都比较担心， 她就会找公
司的运营部门拿到相关证件提
供给消费者。 不过她也坦言，生
鲜一般都是散货， 没有统一标
准，只能靠平台自己把关，但不
能确保所有平台都严格把控好
品质关。

不过， 因为是隔天取货，社
区团购存在缺货或者迟迟不到
货的情况，影响消费体验。“26 号
团到货的因为仓库配送问题，导
致货没到，这边只能帮亲们售后
了。 ”晚上 10 点多，一个团长在
群里发出通知，催了一天的买家
们颇有些不快。 一名消费者告诉
记者， 这种情况她遇的不算多，
不过因为售后处理还算及时，所
以也不太计较：“他们服务还不
错， 如果遇到有问题的产品，拍
照发给他们就会马上处理，换货
或者退款。 ”

“我们被社区团购救活了”

“如果不是误打误撞采取了
社区团购这种崭新的销售模式，
我们很可能生存不下去。 ”麦子
烘焙是广州一家为心智障碍青
年（简称“心青年”）提供就业的
企业，负责人卢卫霞透露，疫情
增加了企业的压力，令其在 2020
年 3 月时处于生死存亡的临界
点，“为了帮助我们的心智障碍
青年保住这份工作，一些忠实粉
丝陆续在不同的小区义务帮我
们发起团购面包的活动。 ”她透
露，9 个月来，发起团购的小区已
从 1 个增加到 30 多个， 团购的
销售额占整个企业销售额的 50%
以上。 近两个月，两个门店平均
每天每店的收入不到 1000 元，
社区团购的收入已经可以达到
2000~3000 元/天。

在卢卫霞看来，社区团购的

作用，一是拓宽销售渠道，二是
降低派送成本：“麦子烘焙的团
购价跟门店销售价格一致，只
是以前在我们微店下单的话，
我们会让心青年学员学会自己
去送货，每单给他们 12 元的运
费， 对于一般的单来说运费比
例很高，消费者不太乐意，也会
影响销售情况， 而社区团购金
额可能达到数百元， 直接降低
每一个买家的运费成本。 ”她已
逐渐适应了新的运营模式，甚
至笑称自己是“十九线主播”：

“现在我每天都要挖空心思想
怎么维持在各个社区群的‘曝光
度’和热度，跟社区居民保持比
较亲近的关系。 ”

“可能一开始许多社区居民
出于‘公益心’‘助人为乐’而订
购面包，但 9 个月下来，他们已
经不再纯粹因为公益而消费。 ”
旭旭是卢卫霞口中的“忠实粉
丝”之一，也是爱心之光志愿者
协会志愿者，为麦子烘焙在公司
和社区开展了每周一次的团购，
她认为，首先消费者认同的是产
品，公益只是锦上添花，对于没
有实力为自己做宣传的品牌，如
果销售的是好的产品、难以被替
代，通过社区团购的方式，都有
机会打开局面。

她同时也已习惯并认同社
区团购的方式。 不过，她提出社
区团购要长期发展，首先可能要
先解决收货方式的问题：“目前
很多小区都把自提点放在保安
亭附近，没有专人看管，经常出
现丢失事件，如果也能配备一种
类似快递箱的存放系统会更方
便。 ”她认为，长期看，社区团购
也有可能带动当天的同城运输
的发展。

新生业态肩负社会责任

“时代在进步，消费方式一
定会发生变化，现在出现的新的
销售模式对实体店的冲击，跟当
年网上商城对实体店造成冲击

的情况有点类似，市场一定会分
化、细分，但网购、团购都不可
能取代实体店购物模式。 ”小婉
透露， 自己所在的平台其实也
在往线下铺路：“我们主要有两
种模式， 一种是招揽有实体店
的便利店、 水果店老板作为我
们的团长，我们直供产品，他提
供提货点； 另一种是我们开设
线下自营店， 与线上同步销售
产品。 ”她坦言“套路不外乎线
上线下结合”。

然而不得不看到，社区团购
产品的货源中包含尾货及滞销
类生鲜产品。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
师朱丹蓬认为，社区团购中很可
能存在隐患：“许多产品的价格
低得超乎想象， 不存在合理性，
如果以价格为导向，而不是以品
质为导向，很可能令社区团购成
为山寨产品的集散地，对于快消
品行业来说将带来负面影响。 ”
再加上巨头纷纷设立团购平台
并以补贴大战引发的价格冲击，
社区团购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却
自带备受争议的“槽点”。

但商业市场一致看好社区
团购的发展。 国信证券分析称，
预计社区团购市场规模 2020 年
890 亿元，同比增长 78%，2021 年
有望达到 1210 亿元。 天风证券
分析师表示，基于国内社区的人
口密度、 社区团购潜在用户规
模， 加上其盈利模式对于客单
量、客单价要求相对更低，易于
复制，社区团购在中国具有良好
的发展基础。

“我在社区所做的‘推销’，
初心是推广心青年就业理念。 ”
卢卫霞说，“每一次‘推销’，我们
都有机会让一个居民接受心青
年也能工作，也有自己的社会价
值的观念，这就是我们推广社区
化服务的一部分，未来有机会创
造一个能够融合就业的社区环
境。 ”她告诉记者，很多为麦子烘
焙发起社区团购的团长都有自
己的本职工作，他们不惜运用自
己工作上、社会中的人脉、资源
来发起团购。 一名行业研究员表
示：“这是一种基于信任的销售
模式，而其真正的意义不是销售
产品， 而是形成一种新型的、稳
固的，带着善意和正能量的社会
关系。 ”

“社区团购的发展与生活方
式和社交关系的变化等有关，是
渠道和营销均有创新的商业模
式，符合社区生态发展趋势。 ”该
名研究员表示， 在其发展过程
中，不同的参与者期望从中分一
杯羹，资本的进入令它产生某些
问题，都是必然，在有关部门的
监管下，行业有望有序地、良性
地发展，而值得一提的是，需要
社会各界更深入地探讨如何能
从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中寻找
到社会创新的力量：“这是其作
为一种新生的业态所肩负的重
要的社会责任。 ”

（据《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