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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2019是直播电商元年，直播电商迎来爆发式增长。艾媒数据显示，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在2019年为4338亿，较上
一年增长226%。 

2020年，这一态势仍在持续，艾媒数据的预测是，2020年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仍会以翻番的速度增长至9610亿元 。
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3月，中国直播用户规模达5.6亿，即40%的中国人、
62%的网民是直播用户。其中，直播电商用户占总直播用户近一半，达到2.65亿。

2020年直播电商持续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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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平台类型 相关政策

电商平台 2月11日，淘宝直播宣布线下商户零门槛、免费入驻，免费使用运营工具，获得免费培训、流量扶持等

短视频平台
3月18日，快手启动品牌C位计划，商家入驻免缴保证金；
3月6日，抖音向线下商家推出10亿直播流量扶持计划、 小店入驻绿色通道等；3月27日，推出产业带商家扶持计划，小店零门槛开
放、获冷启动流量扶持

社交平台 2019年12月16日，腾讯看点直播推出“引力播”计划，目标2020年赋能10万商家、扶持1000商家直播破1000万年成交额；2月
14日，腾讯看点直播发起“商家战疫情，直播不打烊 ”“线下实体商户暖春扶持”计划

一个新的变化是：疫情对实体零售的冲击，加速了直播对线下商业的渗透，催生了新零售直播的崛起。

新零售直播，可以看作是在技术变革和需求变革共同驱动下，线下零售商家触达消费者的一种最新的渠道和内容形
式，它实现了对营销、销售等零售业活动要素的改变。

今年以来，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平台，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都在力推直
播电商相关的激励政策，吸引实体商家开启线上直播。2020年，直播电商将成为新零售最关键的增长势能。

直播电商加速向线下渗透，新零售直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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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效开播场次为直播时间30分钟以上

受疫情影响，2月起更多新零售商家启动直播业务。在淘宝直播平台，相关账号数量在今年2月和3月激增，4月起保
持稳定增长。

直播场次方面，新零售商家2-6月的有效开播场次共超32万场，相当于平均每周有1万5千多场直播。

在淘宝，每周1万5千场新零售直播

w1 w2 w3 w4 w5 w6 w7 w8 w9 w10 w11 w12 w13 w14 w15 w16 w17 w18 w19 w20 w21

2020年2-6月淘宝直播新零售直播活跃账号数量

累计活跃账号（个）

2020/2/3 20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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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直播上“新零售直播”引导的成交额，在今年3月迎来较大飞跃，月环比增速高达183.3%；之后稳步攀升，至
天猫618大促期间再次迎来爆发。今年天猫618期间，超1万家线下门店、5万名柜哥柜姐来到淘宝直播间，6月新零
售直播引导成交额是2月的578%。

新零售直播的增长态势，并未因疫情缓解而出现回落，可见其对线下商家的赋能价值所在。

新零售直播引导成交额：5个月增长578%

2020/02 2020/03 2020/04 2020/05 2020/06

2020年2-6月新零售直播引导成交额

成交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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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27.7%

连锁品牌和百货商超的直播账号占比分布

品牌 百货商超

目前，淘宝直播平台上，新零售直播的商家以有线下连锁店的品牌为主，直播账号占比超70%，比如拥有遍布全国
的线下门店的红蜻蜓、九阳等。百货、商超、集合店等线下零售业态也纷纷入场，比如银泰百货、红星美凯龙等。

82.4%

17.6%

连锁品牌和百货商超的引导成交额占比分布

品牌 百货商超

参与直播的线下零售业态：连锁品牌占七成，百货商超占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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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是新零售直播中的“品牌代言人”。新零售主播一般都出身导购，女性占绝对主力，人数占比在70%以上。

年龄分布方面，80后人数最多，占整个新零售主播人群的46%，丰富的经验和行业的积累成为优势因素；90后次之，
接近4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21-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其他

新零售主播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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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主播：30+的姐姐们成绝对主力

29.4%

70.6%

新零售主播的性别分布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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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 2020/03 2020/04 2020/05 2020/06

百货商超导购主播的活跃账号数量变化

活跃账号数（个）

百货商超的导购主播账号数量在3月激增，之后稳定增长，6月底数量已是2月的两倍多。

直播场次方面，百货商超的导购在2-6月开播了6万多场。

而在粉丝规模方面，截至6月底，百货商超导购账号的粉丝数量比2月初增长了47.2%。

百货商超的导购，成新晋主播生力军

2020年2-6月百货商超导购账号的粉丝用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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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主播，万物皆可播”时代下，达人早已不是直播间里唯一的主播。除了导购主播崛起，今年天猫618期间，新
零售主播中涌现出一批“新人类”，他们是企业家、美发师、作家等零售行业的各类参与者。

新零售直播间里的“三百六十行”

6月10日，银泰商业集团CEO陈晓东
作客银泰百货&兰蔻直播间带货，直
播1小时，销售超150万、单款售出
1000件。 

618期间，上海欧莱雅天猫主题发廊的明
星发型师，正在向消费者直播介绍当季的
潮流发色。

618期间，武汉红T新华书店邀请
儿童文学作家萧袤，通过淘宝直
播分享疫情期间的书店故事。

拥有260多年历史的
老字号松鹤楼，主厨
正在展示苏式汤面的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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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内容生态的唯一官方榜单和数据服务平台淘榜单，独家推出的“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指数”，是用于量化评估在
新零售直播浪潮中，行业各参与主体商业影响力的指标。根据对淘宝直播平台商家账号、达人账号的长期监测，目
前，淘榜单基于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指数，已发布包括品牌、百货商超等在内的商家排行榜和导购主播排行榜。

“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排位发布——商家

排名 品牌名称 粉丝号召
指数

内容消费
指数

商业转化
指数

直播商业力
指数

NO.1 九阳 745 897 564 849

NO.2 居然之家 935 845 706 840

NO.3 红星美凯龙 843 821 646 806

NO.4 红蜻蜓 688 812 567 775

NO.5 凌志手机连锁 793 740 694 740

NO.6 九语 997 677 955 737

NO.7 一汽丰田 786 736 618 729

NO.8 三利编织服饰 903 674 1000 729

NO.9 银泰百货 737 736 629 725

NO.10 上汽通用别克 704 759 439 722

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排名-商家5月月榜

数据统计周期：2020年6月1日-6月20日数据统计周期：2020年5月1日-5月31日

排名 品牌名称 粉丝号召
指数

内容消费
指数

商业转化
指数

直播商业力
指数

NO.1 居然之家 911 941 768 828

NO.2 红星美凯龙 836 936 700 812

NO.3 九阳 796 927 555 789

NO.4 凌志手机连锁 841 866 692 761

NO.5 千色店 1000 764 863 748

NO.6 红蜻蜓 706 810 581 747

NO.7 innisfree 776 869 575 747

NO.8 美菱 765 858 588 740

NO.9 欧莱雅 969 797 791 733

NO.10 必胜客 980 767 892 720

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排名-商家618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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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指数，主要依据粉丝、内容、商业转化三个维度，其中重点考核内容维度。在上述三大维度下，
该指数设有12个二级维度，包括粉丝的规模、增长、活跃度，直播的场次、时长、观看量、互动量，直播引导的进
店、收藏、加购、成交等，以及线下门店引流至线上直播的情况。

“新零售直播商业力” 排位发布——导购主播

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排名-导购主播5月月榜

排名 导购名称 隶属品牌 粉丝号召
指数

内容消费
指数

商业转化
指数

直播商业力
指数

NO.1 KA卡卡手作 三利编织
服饰 905 986 984 978

NO.2 日食记生活馆 日食记 1000 935 960 944

NO.3 冷小哈 欧莱雅 934 939 844 929

NO.4 远远de世界 欧莱雅 935 932 792 918

NO.5 绿翠玉楼正品
翡翠 绿翠玉楼 778 946 816 916

NO.6 千色全球严选 千色店 813 934 875 916
NO.7 花木兰NIKITA 欧莱雅 933 912 862 909

NO.8 黑桃皇后Viki 欧莱雅 886 926 780 908

NO.9 骏孟生活优选 洁柔 779 936 792 906

NO.10 4inlook福建闵
区 4inlook 686 942 806 903

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排名-导购主播618榜

排名 导购名称 隶属品牌 粉丝号召
指数

内容消费
指数

商业转化
指数

直播商业
力指数

NO.1 KA卡卡手作 三利编织服饰 935 949 988 951

NO.2 千色全球严选 千色店 882 905 923 905

NO.3 绿翠玉楼正品
翡翠 绿翠玉楼 765 897 804 875

NO.4 凌志手机-平
房 凌志手机连锁 746 893 835 873

NO.5 周一zoe 千色店 930 871 813 871
NO.6 辉澔珠宝 玉经纶 691 905 777 871

NO.7 日食记生活馆 日食记 1000 844 954 870

NO.8 菜百jewelry 菜百 679 895 830 867

NO.9 凌志手机连锁
-顾微微 凌志手机连锁 721 885 827 862

NO.10 凌志道外店一
姐 凌志手机连锁 708 871 845 852

数据统计周期：2020年6月1日-6月20日数据统计周期：2020年5月1日-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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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排名-商家5
月月榜”中，银泰百货跻身前十位。
银泰的新零售直播能力，主要体现在
其庞大的导购主播团队。公开资料显
示，目前银泰已有6000名导购开通
淘宝直播。

银泰的新零售直播发源于2019年年
中，在2020年疫情期间大爆发，疫
情期间的导购“云复工”活动，就有
超过5000名导购参与该活动，日均
开播逾200场。

暑期也成新零售直播观看高峰期。据
银泰不完全统计，数百万00后通过
淘宝直播实现“云逛银泰”。以杭州
武林银泰店为例，2020年近半年直
播“云逛街”人数是线下客流的3倍。 

零售业态案例一：银泰百货

今年618期间，300名素人走进银泰
百货门店，累计直播了288小时，吸
引50万线上客流、超700万点赞。

8月2日，UNINE李振宁空降银
泰直播间，带来碧欧泉新款爆
品秒杀，银泰直播间瞬间涌入
万余粉丝，其中逾一半是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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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今年天猫618期间，九
阳代言人邓伦作客李佳琦直播
间带货；右图为九阳品牌店播
和导购直播，主播正在讲解和
演示产品。

九阳借鉴“舌尖上的中
国”，在长沙、成都、苏
州等地推出“一城一味”
直播内容场景，即运用虚
拟技术把当地城市的地标、
景点呈现到直播间，更迎
合当地居民的喜好。

“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排名-商家5月月榜”
的第一名，是国内厨房小家电品牌九阳。

九阳从2017年开启电商直播业务，并
将直播和短视频作为公司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抓手。

2020年天猫618期间，九阳使用了“明
星+自播组合+达人”的直播组合打法，
发动3000名新零售导购开展直播，以
触达到更多用户，达到直播“破圈”的
效果。

在直播的内容创新方面，九阳的导购主
播除了演示产品带货、与消费者实时沟
通外，还会教做美食，讲述厨房妙招，
打造多样的直播内容。

零售业态案例二：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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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泰百货首位签约主播何雯予在直播展示商品。 左图为今年618期间，何雯予为银泰兰蔻专柜直播带货；中图为何雯予与银泰
虚拟主播银小泰直播互动；右图是何雯予在今年6月的“杭州西湖日”开播
“西湖梦寻”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直播。

今年6月，银泰百货签约首位新零售主播，是一位身高1米8、名叫何雯予的女孩。

雯子毕业于服装表演专业，有T台走秀经验，也出演过电视剧。曾为银泰旗下奢侈品集合店“西有”的导购，擅长分
辨奢饰品真假。疫情期间，被发掘成为银泰的新零售主播。

一个月内，雯子在银泰百货旗舰店、银泰好物推荐官直播间开播20场，为银泰的美妆、服饰、潮品等全品类、各专
柜商品直播带货，期间吸引200万用户观看，直播引导销售超300万元。

导购案例一：导购何雯予变成银泰直播间的好物推荐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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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猫三利编织服饰专营店主页上，直播间入口非常显眼，
方便消费者快速进入直播间观看。

张卡（左一）和她的编织爱好者“大妈直播团”

导购案例二：KA卡卡手作

“新零售直播商业力排名-导购直播618榜”第一名，是经营天猫三利编织服饰专营店的张卡，账号名“KA卡卡
手作”。2004年，张卡在北京开线下店，2011年开天猫店，但客户关于“看视频会，动手就废”的问题一直未
能解决，客户体验也大打折扣。2018年6月，张卡决定开淘宝直播在线教授织毛衣。

现在，张卡和另外五位编织爱好者组成的“大妈直播团”每天至少播12小时，每场观看量在3万左右，直播带货
贡献了店铺几乎全部的销售额。尤其今年疫情期，张卡的三利编织服饰专营店迎来爆发性增长，上半年店铺业
绩达1000万元，已超2019全年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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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整个淘宝直播以女装、珠宝饰品、美妆最为热销，在新零售直播间里，高价位的大家电一枝独秀，其直播间
成交额占新零售直播总成交额的35%。这也吻合了整体直播电商的品类发展趋势：2020年天猫618，大家电成交额
增速为各品类第一。
此外，住宅家具、餐饮美食卡劵、护肤美体等具备强体验属性和本地生活属性的非标商品，也正成为新零售直播中
的热门品类，位列成交TOP5。

品类分布：高客单价、强体验感、本地生活

新零售直播与淘宝直播的成交额前五品类

大家电

TOP1

住宅家具 餐饮美食卡券 护肤美体

珠宝饰品 美妆 母婴 食品女装

手机

TOP2 TOP3 TOP4 TOP5

新零售直播

淘宝直播

美食卡券

大家电

运动户外

3C数码

汽车

家装

手表眼镜

生活电器

男装

内衣

女装

天猫618淘宝直播各品类成交增速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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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的人们爱在直播间买家电，给家中消费升级；京津冀最爱购买珠宝饰品，增添福运贵气；长三角的人线下消费券囤得最开心，
珠三角的人们更喜欢在直播间下单女装。

如果再拉近看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名流贵妇尤爱买珠宝饰品；同时，北京的宝爸宝妈也很关注直播间里的母婴产品。

而在成都，川妹子对颜值的追捧顺势来到了直播间，成都用户对医美的消费偏好远高于中国其他城市。

东三省最爱买家电，长三角最讲经济实惠

新零售直播中部分城市的消费偏好品类新零售直播中不同区域的消费偏好品类

偏好品类：报告以TGI（Target Group Index，目标群体指数）来反应目标群体对不同品类的偏好
程度，以100为基准值，数值越大则偏好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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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上半年新零售直播间最热销商品
TOP10

亿田天猫精灵蒸箱集成灶 

海尔燃气热水器

肯德基花花五一世界桶电子券 

蓝炬星蒸箱集成灶

华硕VivoBook15s笔记本电脑

OPPO Reno3 Pro智能手机

SK-II护肤精华露

芝华仕M500按摩椅

苹果iPhone 11智能手机

纪梵希四宫格散粉

2020上半年新零售直播间最贵商品
TOP10

宝珀女式腕表

荣泰智能按摩椅

科勒浴缸

林肯进口床垫

老板油烟机和灶台组合

豪8印象翡翠手镯

I Do 18K钻戒

索菲亚衣柜餐边柜定制

金牌橱柜地柜台面等全套定制

格力中央空调

新零售直播最火最贵商品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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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

63.4%

新零售直播用户的性别分布

男 女

观看新零售直播的用户中，女性占据60%以上，这与淘宝直播的用户性别占比几乎一致。

年龄分布上，与淘宝直播相似，80、90后是新零售直播的主力用户。其中，近40%的用户为80后；其次是90后，用
户占比为34%。而作为互联网原住民00后，用户占比4%，市场仍待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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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直播用户的年龄分布

人数占比（%）

用户结构：80、90后是主力，00后是直播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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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五线 六线

新零售直播用户的城市线级分布

人数占比（%）

地域分布上，若从单个城市来看，新零售直播的用户主要生活在线下零售业较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受到更浓厚的消
费文化影响，一二线城市居民对消费讯息敏感，对新兴事物的包容度和尝新意愿较高。

而若从整体消费市场来看，新零售借助“直播”这一载体，实现了在地域上的进一步下沉：广袤的六线地区用户最
多，其次是二线、三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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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直播用户的城市分布

人数占比（%）

用户结构：一二线渗透高，下沉市场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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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女性，男性的消费偏好更为集中，尤其关注汽车、3C数码和大家电的直播，对家装、手表眼镜、运动户外产品
亦有关注。

女性的直播观看趣味较为分散，从提升外表时尚感的箱包配饰、女装、美妆，到家庭消费方面的母婴、家清宠物等，
女性都会观看。不过，在家庭消费品上，男性也爱在直播间下单家纺家居类产品。

女人爱美爱家，男人买车和凉席凉被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汽车
3C数码
大家电

家装
男装

手表眼镜
运动户外
家纺家居
生活电器
图书音像

新零售直播中不同男性的消费偏好品类

TGI指数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箱包配饰
女装
内衣
美妆

男鞋女鞋
母婴

珠宝饰品
家清宠物鲜花

医美
医药保健

新零售直播中不同女性的消费偏好品类

TGI指数

偏好品类：报告以TGI（Target Group Index，目标群体指数）来反应目标群体对不同品类的偏好程度，以100为基准值，数值越大则偏好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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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0岁开始，个人消费转向家庭消费。

互联网原住民00后，最爱去直播间买3C数码产品。90后相对注重外表，偏好美妆、医美类产品。而一些80后刚为人
父母，最关心母婴产品。40岁之后，大家最偏好购买箱包配饰，与此同时，大家电、生活电器、家装、汽车等家庭
消费，开始频繁出现在偏好品类之中。这批人或许正是新零售直播间热销第一的大家电的主力消费群体。

30岁是道分水岭，前面为自己，后面为家庭

新零售直播中不同年龄用户的消费偏好

偏好品类：报告以TGI（Target Group Index，目标群体指数）来反应目标群体对不同品类的偏好程度，以100为基准值，数值越大则偏好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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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护肤美体
珠宝黄金
婴童用品

运动鞋
女装
男鞋
男装

彩妆香水
床上用品

女鞋

银泰淘宝直播中的品类分布（按成交额）

成交额占比（%）

银泰的直播间里，护肤美体最受欢迎，其成交额占银泰直播总成交额的近40%，成交量也占到银泰总量的逾15%。
其他如婴童用品、女装、运动鞋等品类，也是既带量又带货。

而珠宝黄金虽然销量仅排第十，但高单价令其销售额占银泰直播成交额的5.5%，仅次于美体护肤，直播潜力较高。

0.0% 5.0% 10.0% 15.0% 20.0%

护肤美体
婴童用品
餐饮卡券

女装
运动鞋

彩妆香水
男装

床上用品
洗护清洁
珠宝黄金

银泰淘宝直播中的品类分布（按成交量）

成交件数占比（%）

银泰案例-新零售直播品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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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圆圈大小代表城市直播人数的占比 注：蓝色代表该城市未进驻银泰百货

数据来源：银泰百货

银泰直播用户最多的20座城市中，浙江省占7个，比重达到1/3。

这与银泰在当地建立的品牌知名度紧密相关，原本是商家的顾客也更易在线上转化为商家的直播间粉丝。银泰于1998
年在杭州成立，杭州既是全国门店数最多（9家）的城市，也吸引了最多的直播用户（6.7%）。

但我们也发现，在上海、广州、重庆、深圳、成都等未进驻银泰百货的城市，也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直播用户。银泰
曾公开表示，银泰直播的90%是新客。对百货业而言，直播可以突破实体门店的地理限制，获取新客、挖掘潜客，这
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杭
州

上
海

北
京

宁
波

温
州

武
汉

西
安

金
华

合
肥

广
州

重
庆

台
州

深
圳

成
都

绍
兴

天
津

苏
州

嘉
兴

南
京

郑
州

银泰直播用户的城市分布

银泰案例——直播突破实体门店限制，成零售业新增长点

银泰百货全国门店和直播用户分布地图

北京

杭州

上海

宁波
武汉

西安

温州

银泰百货门店分布

广州

银泰直播用户的Top10城市分布



2020新零售直播活跃报告

直播间外的新零售想象力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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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宜家联合聚划算开启全球直播
首秀。直播间搬进了上海的宜家商场，
主播柳岩在展示宜家的手推车等商品。

31

海尔天猫618期间的，海尔将直播间选在1000多平方
米的“海尔智家小镇”，涵盖“衣、食、住、娱”4
个主题，涉及40多个场景。

豫园的老庙景容楼文化旗舰店里，主播在为淘宝
直播间里的粉丝们边讲解首饰，边展示细节。

线下零售商家多年经营的品牌声誉、粉丝基础、售后体验等，都是入场直播的先天优势。这也意味着，新零售直播绝非一项另起炉
灶的生意。

过去，传统电商营销以图文、短视频为主，呈现形式会限制强体验属性的非标品类，因此这类商品的电商渗透率较低。而借助于直
播的高展示性和即时互动性，大家电、家具家装、珠宝首饰等类目得以展示细节、传递使用体验，线上消费需求获得进一步释放。

目前，大家电在整个新零售直播中成交额占比最高，比重达35%，其次是住宅家居，占比7%。全屋定制、家装建材、珠宝黄金，也
在新零售直播赛道中成交额较高。

新零售直播优势：强体验、新场景，万店皆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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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20年上半年的爆发式增长，
门店自播和导购直播，正在逐步
成为一部分连锁品牌及百货商超
的日常化运营。

不过，新零售直播的本质及最大
的价值，在于通过直播这种形式，
真正突破线上线下零售业的一些
固有壁垒，这一趋势正在发生。

天猫618期间就开始出现了新的
新零售直播玩法：在直播间发放
体验券等给线下门店引流；部分
商家则在其线下渠道添加了直播
间入口，进一步打通线上与线下
的消费链路，实现“线上+线下”
联动协同。

新零售直播下一站：线上线下联动

达人带货

今年5月17日，李佳琦首
次携手饿了么，为必胜客、
麦当劳等餐饮品牌吃播带
货，5分钟销量破千万。

线下回流

百联在五五购物节的直播活动
之一，是在口碑平台推出到店
餐饮美容等预约服务，并通过
支付宝向上海4家商场附近3-5
公里的消费者发放8万张消费
券。

直播引流

618期间，约1万家实体店放
置了直播间二维码，结合直
播间专享价等促销手段引导
线下消费者观看直播。图摄
于皮鞋品牌康奈在四川德阳
盛唐摩尔购物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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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直播同城直播中的不同
内容生态，包括云逛门店、
达人探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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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直播后续将把页面调整
为关注、精选和本地三类，
便于用户寻找当地的直播内
容。

未来，基于地理位置的本地直播，将给新零
售直播注入新活力。同时，也会给消费者带
来探索本地吃喝玩乐的购物新体验。

近期，淘宝直播将在北上广杭等二十座城市
开启同城直播服务，让餐饮、菜场、市集等
线下业态开展直播，以达人探店、云逛门店、
商圈活动等形式，丰富同城直播的内容生态，
并提供更快速便捷的同城配送和售后服务。

银泰商业集团CEO陈晓东在今年6月召开的
联商网大会上指出，“基于LBS（地理位置）
的本地化直播是一种能力的进化，会给直播
行业带来重大的深层次的改变。同时，在消
费端来看，这就是新零售带来的新体验。”

未来，可能90%的线下零售业态都能通过线
上直播引流。

新零售直播下一站：基于地理位置的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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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618前夕，银泰百货7成门店上线“定时
达”，覆盖20座城市的44家门店，即对门店范
围10公里范围内提供2小时定时送达的服务。

6月13日，上海大润发，福州新华都、宁波三江
等商超的总裁在淘宝直播带货，所有下单消费者
享受“小时达”极速配送。

零售企业的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是新零售直播的基石。

以银泰为例，2016年推出在线商城“喵街”，2017年启用数字化门店仓，令供应链反应速度、零售各环节的协同等
均能满足直播的高标准。现在，银泰允许品牌仅提前1小时准备，就可以进行直播。

数字化令人、货、场基于数据重构，实现跨品类、跨业态、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人货匹配，“人找货”正在往“货找
人”的趋势转变 。随着物流和5G技术的新一轮突破，包括同城配送能力、商品视频的展示效果、即时反馈速度等提
升，新零售直播也将在未来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直播背后的数字经济基建服务 

用户

直播

门店

银泰新商场操作系统
MOS

阿里商业系统

银泰新零售百货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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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售直播不是短期风口，而是在电商和内容深度结合这一趋势下，以直播为前端切入点，为零售行业带来的一种新
的增长形态。

过去几年，零售、电商行业历经前所未有的营销和渠道的变化升级：从结合搜索技术的货架式营销，到以图文内容为
主的达人知识型营销，再到流媒体技术所带来更具互动性和表现力内容的互动式营销。

新零售直播正是崛起于这样的升级背景之下。它以沉浸式的观看体验，降低了传统货架式电商的用户认知门槛，弥补
了过去电商体验感不佳、真实性存疑的弱势；它不受线下门店的位置限制，延长了生意周期和销售时间；从原来的一
对一销售服务变成一对多，吸引更多潜客观看；直播间的关注功能，还能够把零散的偶发性的消费者变成忠诚用户，
便于商家进行客户运营。

2019年直播带货风口起，很多商家开始通过与MCN机构和KOL合作，或自播的方式进行直播带货。但今年以来，我
们看到更多商家在尝试新零售直播打法，打造创新的消费场景，进一步打通线上线下的营销和销售链路。

比如拓宽选品，原本货架式电商中渗透率不高、体验属性较强的非标商品，得以在新零售直播中突围；而既懂商品、
又懂消费者心理的导购，变身种草达人，成为新零售主播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银泰甚至开始系统化的签约孵化一
些导购出身的主播，线下零售业态呈现出MCN化的趋势。

可以预见，随着物流和信息技术等零售基建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新零售直播还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新零售直播的趋势展望：选品多元化、导购达人化、场景内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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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
Data Coverage

如非特别说明，本报告数据来自淘宝内容电商事业部、淘榜单及银泰百货；

数据时间范围为2020年2月1日-2020年6月30日；

基于隐私及数据安全的考虑，本报告数据经过了脱敏及指数化处理。

统筹：王小乔

作者：罗遥

数据分析：李哲

报告设计：Random++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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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淘榜单
About Us

由天下网商及淘宝内容电商事业部联合制作推出，是中国领
先的内容商业化数据服务平台。记录、洞察并服务于直播短
视频电商生态。

• 发布内容生态最新最全MCN机构、达人和商家榜单

• 报道全网直播短视频电商的最新动态、干货和趋势

• 聚合内容生态最具消费驱动力意见领袖和KOL

洞察内容趋势，服务电商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