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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生鲜零售的前世今生，当下超市电商迎风口 强于大市（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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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行业核心观点： 

短期来看，疫情下生鲜销售量涌入零售端，超市与电商生

鲜零售业务迎来风口期。由于疫情影响，餐饮业目前还较

为萧条，有相当大一部分餐饮端口产生的生鲜需求流入到

零售端中。另外，相比于传统菜场的“脏乱差”环境，在超

市与电商上购买生鲜食品更为安全卫生。因而这两方面因

素叠加推高了短期内超市与电商的生鲜销售数据。中长期

来看，行业洗牌加速，供应链强大的企业将受益。生鲜配

送业务讲求速度与价格，这就要求生鲜电商平台必须拥有

极致的配送与供应链系统，以及对上游供应商强大的议价

能力。因此，在行业中长期的洗牌中，拥有强大供应链系统

和规模效应的龙头企业将迎来更多的流量和契机。建议关

注有供应链、资金实力等优势的企业：（1）垂直生鲜电商

龙头；（2）“到店+到家”模式的商超龙头；（3）物流配送体

系强大的传统电商平台巨头。 

投资要点： 

⚫ 中国生鲜市场规模庞大，超市与电商渠道占比不断提升。

根据 Euromonitor的数据，2019年中国生鲜销售额达到

4.98万亿元，同比增长 5.14%，2009-2019年 CAGR10为

6.14%，预计 2023 年将突破 6 万亿元大关。生鲜销售的

渠道主要包括传统菜市场、个体商户、超市、电商等。

随着现代人消费偏好与习惯的改变，电商与超市渠道越

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 生鲜零售的前世：传统农贸市场和超市是主战场。2009

年，生鲜销售的传统农贸市场与超市渠道共计占比

87.1%，到 2019年两者相加占比为 83.91%，随着人们消

费习惯的改变，生鲜销售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但

传统农贸市场与超市渠道依然享有稳固的地位。 

⚫ 生鲜零售的今生：众多玩家参与线上市场的抢夺，传统

线下渠道面临挑战。网购生鲜习惯逐渐养成，超 6 成生

鲜网购用户每周购买 1 次及以上。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发

展迅猛，且集中度高。当今有垂直生鲜电商、商超“到

店+到家”模式、综合电商平台模式三种模式并存，但盈

利问题成行业痛点。 

⚫ 风险因素：行业竞争加剧风险、消费习惯培养不及预期风险、

生鲜电商难以盈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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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生鲜市场将破 6 万亿，超市与电商地位日益提升 

1.1 中国生鲜市场规模庞大，预计2023年突破6万亿大关  

中国生鲜市场规模庞大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由于生鲜食品是每日必需品，并且随

着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健康饮食，我们认为，蔬菜、水果、坚果等生鲜食品的需求量未

来将会保持一定的增长。根据Euromonitor的数据， 2019年中国生鲜销售额达到4.98

万亿元，同比增长5.14%，2009-2019年CAGR10为6.14%，预计2023年将突破6万亿元大

关。分品类来看，水果、肉类、鱼类和海鲜的销售占比位列前三，分别为

32.02%/21.90%/20.17%。 

图表1：2009-2023年中国生鲜销售额及同比增速情况和预测 

 

资料来源：Euromonitor、研究所  

 

图表2：2019年中国生鲜销售中各品类的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Euromonitor、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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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传统农贸市场地位稳固，超市与电商渠道占比上升 

生鲜销售的渠道主要包括传统农贸市场、个体商户、超市、电商等。随着现代人消费

偏好与习惯的改变，电商与超市渠道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2019年传统农贸市场

渠道的占比为47.90%，较2009年的52.70%下滑了4.8pct，但仍是生鲜销售的主要战场。

个体商户渠道占比为7.5%，较2009年10.00%下降了2.5pct；而与之对应上升的是超市

和电商渠道的占比，超市渠道从2009年的34.20%上升到2019年的36.00%，电商渠道占

比则从2009年的0.20%上升至2019年的6.30%，提升幅度明显。 

图表3：中国生鲜销售主要渠道的占比情况  图表 4：传统农贸市场生鲜销售额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Euromonitor，研究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研究所  

 

图表5：超市渠道生鲜销售额及同比增速  图表 6：电商渠道生鲜销售额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Euromonitor，研究所   资料来源：Euromonitor，研究所  

 

2、生鲜零售的前世：传统农贸市场和超市是主战场 

传统农贸市场与超市是主要购买生鲜的场所。最开始，传统农贸市场是人们购买生鲜

的重要场所，市场中由许多小的独立商户构成，有分鱼类和海鲜区、肉类区、蔬菜区

等。然而，随意开价的行为、“脏乱差”的环境、菜品的质量与安全性一直是传统农

贸市场的痛点。后来，超市中逐渐开辟出生鲜业务区，因而人们在超市也能买到生鲜

食品。 

与农贸市场相比，超市也具备品类齐全的优点，不足的是超市里的鱼肉类是冰冻冷藏

的，新鲜度可能不如农贸市场，但超市的环境比传统农贸市场更卫生干净，给消费者

0%

10%

20%

30%

40%

50%

60%

传统菜市场
超市（包括大卖场、超市）
电商

-4%

-2%

0%

2%

4%

6%

8%

10%

12%

14%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传统农贸市场销售额（亿元） 同比增速（%）

-2%

0%

2%

4%

6%

8%

10%

12%

14%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超市销售额（亿元） 同比增速（%）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电商渠道销售额（亿元） 同比增速（%）

版权所有����癎�万得㩲数潲瑀睩湤�潭�温

http://ipoipo.cn/


  

 

证券研究报告|商业贸易 

 

 

研究所 www.wlzq.cn 第 6 页 共 26 页 

 

的购物体验也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更加倾向于选择卫生环境更好、菜品更

有保障的超市，这就使得传统农贸市场近年来流失越来越多的客户。随着老一辈顾客

的逐渐流逝，传统农贸市场也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根据Euromonitor的数据，

2009年，生鲜销售的传统农贸市场与超市渠道共计占比87.1%，到2019年两者相加占

比为83.91%，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生鲜销售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但传统

农贸市场与超市渠道依然享有稳固的地位。 

图表7：传统农贸市场是人们购买生鲜的重要场所  图表 8：超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资料来源：互联网资料整理，研究所   资料来源：互联网资料整理，研究所  

 

3、生鲜零售的今生：众多玩家参与线上市场的抢夺，传统线下

渠道面临挑战 

3.1 生鲜零售市场竞争激烈，生鲜电商三种模式并存 

3.1.1 网购生鲜习惯逐渐形成，中国生鲜电商市场发展迅猛 

现代人生鲜网购习惯正逐步养成，超6成生鲜网购用户每周购买1次及以上。根据艾瑞

咨询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生鲜网购用户中，每周购买1次及以上的生鲜网购用

户占63.8%，其中，每周购买1次的用户占比为20.10%，每周购买2-3次的用户占比为

28.6%，每周购买4次及以上的用户占比达到15.10%。 

图表9：2018年中国生鲜网购用户购买频次  图表 10：2018年中国生鲜网购用户购买蔬菜频次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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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CAGR5高达74%。根据Euromonitor的数据，2019年，中国

生鲜销售中，电商渠道的销售额为636.13亿元，同比增长28.86%，2009-2019年CAGR10

高达48.52%。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8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为2045.3亿

元，同比增长56.33%，2013-2018年CAGR5高达74.42%，增长极其迅猛。面对线上生鲜

市场这块“大蛋糕”，不少资本巨头注资试水，纷纷想分得一杯羹。 

图表11：2009-2019年生鲜销售中电商渠道的销售额

及同比增速 

 图表 12：2013-2022 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及同

比增速 

 

 

 

资料来源：Euromonitor，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研究所  

 

3.1.2 一波三折：生鲜电商行业的发展历程 

⚫ 萌芽期（2005—2012年）：盯上线上生鲜的蓝海，垂直生鲜电商开始萌芽。2005

年，易果网成立，2008年，和乐康及沱沱工社出现。2009-2012年，一大批生鲜

电商涌现，但当时只是照搬了普通电商的模式。 

⚫ 探索期（2012-2013年）：生鲜电商不断摸索前行，制造事件吸人眼球。2012-

2013年，“本来生活”凭借“褚橙进京”、“京城荔枝大战”事件走红，生鲜电商

引起人们的热议，而随着媒体的推动和互联网的发展，生鲜电商迎来了行业探

索期。 

⚫ 成长期（2013年-至今）：一波三折，生鲜电商的曲折发展之路。 

（1）发展黄金期（2013-2015年）：2014-2015年，不断有资本进入市场，多点Dmall、

爱鲜蜂、社区001等公司先后获得巨额投资。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5年获得

融资的生鲜电商共有76个，融资金额高达40.1亿元。各个生鲜电商在利用自身和

行业的资源优势，不断抢夺生鲜线上蓝海。而2014年初，天猫和京东等也开始入

局，生鲜电商行业迎来飞速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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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生鲜电商融资数量与融资金额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研究所  

 

（2）行业退潮期（2016-2019年）：由于“烧钱”是生鲜电商的一大特征，盈利

难是长期发展的一大难题，在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还在培育期的生鲜电商企业

容易直接倒闭。2016年美味七七倒闭，接着社区001、青年菜君、许鲜等生鲜O2O

倒闭，众多资本退场，生鲜电商获得融资的数量和金额都在不断下降。许多生鲜

电商开始站队巨头，而巨头的参与也使得行业在合作与并购中不断进行资源整

合。2019年，生鲜电商行业裁员、倒闭、资金链断裂的新闻层出不穷，11月“妙

生活”集中关店，被曝资金链问题；曾屡次被曝出资金紧张的生鲜电商平台“呆

萝卜”终因烧钱过快而陷入资金泥潭。12月经过三轮融资的“吉及鲜”出现资金

问题，最终因融资失败而宣布停止运营；易果生鲜旗下“我厨”官网和APP暂停

服务。巨头的生鲜业态也未能幸免，2019年4月，美团旗下“小象生鲜”宣布关

闭无锡及常州两地的5家门店；阿里的“盒马鲜生”在5月底首次关店；7月，永

辉超市旗下“超级物种”上海首家门店五角场万达店关店；阿里巴巴旗下冷链物

流专网——阿里被投公司易果生鲜“安鲜达”被曝于2019年10月底开始全面解散。 

图表14：2019年生鲜电商“关停”名单 

品牌/企业 成立时间 融资情况 入局资本 关停时间 

食得鲜 2014 B轮 天图投资、创工场、中银粤财等 2019.03 

鲜生友请 2017.03 未融资 - 2019.05 

爱鲜蜂 2014.03 D轮以上 钟鼎资本、高瓴资本、天图投资、红杉

资本、中信资本、美团、清流资本、中

商惠民等 

2019.09 

迷你生鲜 2017.11 未披露 - 2019.10 

妙生活 2015.04 B轮，2亿元 钟鼎资本、今日资本 2019.12 

我厨生鲜 2014.12 B轮，1000

万美元 

谱润投资、先天域资本、LB乐博资本、

Jafco集富等 

2019.12 

 

资料来源：灵兽传媒、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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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2019年生鲜电商“收缩”名单 

品牌/企业 成立时间 融资情况 入局资本 收缩时间 

顺丰优选 2012.05 未融资 顺丰旗下 2019.03 

小象生鲜 2018.05 未融资 美团旗下 2019.04 

易果生鲜 2007.02 D轮，3亿美元 天猫、苏宁云商、阿里巴

巴、KRR、云锋基金、仁弘

资本等 

2019.10 

呆萝卜 2015.01 A轮，6.3亿元 晨兴资本、高瓴资本 2019.11 

吉及鲜 2018.09 B轮，2000万美元，

估值达 8000万美元 

源码资本、IDG资本、经纬

中国、襄和资本 

2019.12 

 

资料来源：灵兽传媒、研究所整理  

生鲜电商频频倒下主要原因可归结为：i.竞争壁垒低，同质化严重：生鲜行业是

个低壁垒的行业，众多的生鲜电商平台商品大致相同，借助第三方供应链物流或

者自建即可达到运输目的，这种同质化严重的模式准入门槛并不高，导致竞争泛

滥。ii.生鲜损耗率高，不易保存的特质使得供应链消耗巨大：生鲜属于易损物

品，无论是运输还是储藏，都需要在低温的环境下，这就要求生鲜电商有冷链系

统以及仓储冷冻系统，以及快速配送到客户手中的能力，此过程对供应链和冷链

的要求较高。iii.模式烧钱，依赖出资方：生鲜电商的模式在整条供应链的各个

环节上都比较“烧钱”，如仓储成本、冷链运输成本、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成本等

等，且严重依赖出资方的资金供应，一旦出资方的热情退却，资金断供，生鲜电

商便会出现关店甚至倒闭的情况。 

 

（3）重生调整期（2020年-至今）：2019年末的一场疫情突然全国性爆发，2020

年初，政府号召民众抗疫不出门，作为每日必需的生鲜品类突然迎来了线上市场

的大爆发，需求量的激增使得原本处于崩溃边缘的生鲜电商迎来了“重生”。根

据QuestMobile的数据，2020年春节期间以及春节后两周，生鲜电商app的日均活

跃规模与日人均使用时长有较明显增长。每日优鲜、盒马鲜生、叮咚买菜、苏宁

生鲜、永辉到家、沃尔玛到家等等在春节防疫期间均出现订单大增的情况。微信

小程序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除夕到初七，小程序生鲜果蔬业态交易笔数增长

149% ，社区电商业态交易笔数增长322%，一时间，线上生鲜销售的流量激增成

为了热点。 

尽管疫情带来线上生鲜的需求量，但短时间内激增的订单无疑又是对生鲜电商

的一次大考验。短期而言，疫情促使线上生鲜的流量重分配，供应链强大的生鲜

电商企业优势显现：部分生鲜电商由于供应链和冷链的建设尚不完备，在本次疫

情大考中由于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而被淘汰；对于那些早有准备的生鲜电商而

言，本次疫情的爆发则能抢夺到更多的客户资源。长期来看，盈利将成为生鲜电

商长期生存的目标，未来主力资源将重新调整分配给模式行得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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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生鲜电商app日均活跃规模及同比增速  图表 17：生鲜电商 app 日人均使用时长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QuestMobile，研究所   资料来源：QuestMobile，研究所  

 

图表 18：春节期间生鲜线上平台经营情况 

平台 春节经营情况 

 

 

大年三十订单量较上月增长 300%；近期整体订单量增加约 80%，客单价增加

约 70%。 

 

 

除夕到初八，每日优鲜实收交易额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350%。 

 

 

春节期间，盒马每日到货约 30吨蔬菜，是平时的 3倍还多。 

 

 

除夕至大年初六，蔬菜销售额同比去年增长了 510%，水果同比增长超

300%。 

 

 

2月 8日-11日，永辉超市 bravo到家服务量增超 30% 春节日订单首破 30万 

 

 

2月 1- 3日，订单量环比去年 12月同期增加超 650%。 

 

 

沃尔玛到家客单价和订单量双双激增，整体到家业务的订单量每日以 10%的

速度递增。 
 

资料来源：新浪资讯、南方都市报、研究所整理  

 

3.1.3 生鲜电商行业的现状：当今三种模式并存，仅1%的玩家能盈利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集中度高，头部效应明显。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8年中国生

鲜电商市场CR5占比为63.1%，其余生鲜电商占比36.9%。生鲜电商按照模式可分为

三类：（1）新兴垂直生鲜电商模式，如每日优鲜、叮咚买菜、朴朴超市等；（2）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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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的“到店+到家”模式，如永辉超级物种、盒马鲜生，沃尔玛到家等；（3）综合

电商大平台模式，如美团、京东到家等。三种模式并存，资本在模式间兜转运作，

即便“烧钱”也势必要抢夺到流量资源。 

图表19：2018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集中度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研究所  

 

图表20：生鲜销售线上与线下玩家分布 

 
资料来源：研究所 整理 

 

绝大部分生鲜电商持续“烧钱”，毛利率较低，仅1%能盈利。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

整理的数据显示，2018年生鲜电商的4000多个玩家中，4%持平，88%仍处于亏损状

态，7%更是巨额亏损，只有1%实现了盈利。由于生鲜易损耗的特点，为保证生鲜的

新鲜程度、减少运输途中的损耗，生鲜电商必须在设备、冷链物流、储藏、配送上

投入巨大的成本，加上部分生鲜电商为了抢夺客源推出0元起送、0元配送的优惠条

例，使得成本更是居高不下，难以做到盈利。 

63.10%

36.90%

CR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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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2018年生鲜电商玩家盈利情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研究所  

 

3.2 生鲜电商模式一：垂直生鲜电商模式 

3.2.1 盯上线上生鲜的蓝海，垂直生鲜电商应运而生 

垂直电商从源头采购，模式较传统农贸市场模式更为简洁高效。传统菜市场的运作

模式是：由农户生产，一级批发商通过农贸市场和进出口公司批发生鲜产品，再把

生鲜产品运送到一级批发市场进行交易，接着二级批发商批发后运送到二级批发市

场，三级批发商批发后运送到三级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超和中小批发商批发后

再卖给终端消费者和餐厅，层层加价，最后到达消费者手中的生鲜也比直接从农户

拿货的价格高出很多。生鲜电商从源头采购，并利用大数据优化全过程。相比于传

统菜市场的运作模式，垂直生鲜电商则是直接从农户手中拿货，省去了中间的重重

流通环节，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监控全过程，使得整个供应链效率更优，

这种科技赋能行业的局面倒逼传统农贸市场进行改革。另外，消费者可通过线上平

台下单，足不出户就买到生鲜产品，其便捷程度和灵活程度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年轻

人的支持。 

图表22：传统生鲜运作模式 

 

资料来源：产品包工头、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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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生鲜电商运作模式 

 
 

资料来源：产品包工头、研究所  

 

垂直电商竞争格局：头部效应明显，玩家加速聚集。在经过十几年的进化和选择，中

国垂直生鲜电商行业市场已呈现较高的集中度，并且有加速聚集的现象。根据艾瑞咨

询的数据，2017年中国垂直电商行业中CR5占比25.10%，2018年CR5占比37.60%，较2017

年提升了12.50个pct。 

图表24：2017年中国垂直生鲜电商市场集中度  图表 25：2018 年中国垂直生鲜电商市场集中度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研究所  

 

3.2.2 案例分析：叮咚买菜——前置仓模式的代表，29分钟送菜上门 

叮咚买菜是一款自营生鲜平台及提供配送服务的生活服务类APP，成立于2017年4月，

平台经营的品类包括蔬菜豆制品、水果、乳品烘焙、肉禽蛋、酒类零食、活鲜、调味

料等，0元配送费，29分钟送菜上门。聚焦一二线城市中相对买菜时间较少的25-45岁

年轻群体。2019全年叮咚买菜GMV超过50亿元，2019年12月单月营收已达7个亿， 2019

年年末日均订单量超过50万单。深耕上海，目前还在杭州、宁波、苏州、无锡、深圳、

绍兴、嘉兴开设了前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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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叮咚买菜上海地区的前置仓分布版图 

 
 

资料来源：叮咚买菜官方微博、研究所  

 

叮咚买菜融资情况： 

自上线以来共拿到9轮融资，其中2018年共有6次, 2019年2次。截止2019年7月,

叮咚买菜已完成B4和B5轮融资, 星界资本为领投方，跟投方包括了华人文化产

业基金、BAI（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启明创投以及龙湖地产。过往资方还包

括了高榕资本、达晨创投、红星美凯龙、Tiger（中国）、红杉中国、今日资本、

华人文化基金以及鸥翎投资。 

图表27：叮咚买菜融资情况 

时间 融资轮其次 入局资本 

2015.03 股权融资 涌铧投资 

2018.05 Pre-A轮 高榕资本 

2018.07 A轮 达晨创投、红星美凯龙 

2018.09 A+轮 高榕资本 

2018.10 B轮 老虎基金、高榕资本、HUPO HARMONY CAPITAL MANAGEMENT LDT 

2018.11 B+轮 红杉资本中国 

2018.12 B+轮 今日资本 

2019.03 B+轮 CMC资本、今日资本、鸥翎投资 

2019.07 B+轮 星界资本、CMC资本、BAI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启明创投、龙湖资本 
 

资料来源：上海热线、研究所  

 

叮咚买菜发展历程： 

⚫ 2014年3月，上海壹佰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叮咚小区APP上线。 

⚫ 2014年4月，获得涌金集团、好未来集团的天使轮投资。 

⚫ 2014年7月，首个叮咚线下服务站建在了用户家门口，在全球率先提出了“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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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达”的快送服务，也成为中国最早的社区前置仓。 

⚫ 2017年5月，成功转型在家庭买菜业务上，“叮咚小区”正式更名为“叮咚买菜”,

最快29分钟新鲜到家。 

⚫ 2018年5月，叮咚买菜获得高榕资本领投的pre-A轮融资。 

⚫ 2018年10月，叮咚买菜共119个线下服务站，服务上海大部分社区。 

⚫ 2019年3月，叮咚买菜日单量突破20万单，被上海商务委评为2018-2019年度电子

商务示范企业。 

⚫ 2019年5月，叮咚买菜共有345个线下服务站。 

图表28：叮咚买菜部分商品分类 

 
资料来源：叮咚买菜小程序、研究所  

 

叮咚买菜商业模式： 

叮咚买菜采用的是前置仓模式，即仓库建立在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辐射周边1-3公

里区域，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由总仓配送物品至前置仓进行小仓囤货的一种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消费者下单后，系统根据消费者的定位将单分发给最近的仓，再由配送

员完成配送，及时解决消费者的需求。叮咚买菜采用的即是前置仓模式，先从农场采

购生鲜，然后集中运送到加工仓，加工包装后分配到离社区近的前置仓，再由配送员

配送到客户手中，APP上的消费大数据平台通过客户订单的数据刻画用户画像并进行

对客户的生鲜产品智能推荐、配送员的路径优化、仓库的智能调度分配、采购的订单

预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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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叮咚买菜商业模式 

 

资料来源：研究所整理  

 

各环节分工明确，智能大数据提升效率： 

（1） 采购——每日一采，城批采购与品牌商直供：叮咚买菜参与上游的产品采购，

从源头上把握产品的品质，设立有专门的采购团队每日一采，主要为城批采

购和品牌供应商直供，城批采购的优势是质量有保障、补货容易且供应的稳

定。当采购的体量较大时，享有一定的议价能力。 

图表30：叮咚买菜源头的品牌 

 

资料来源：叮咚买菜官方微博、研究所  

（2）冷链物流——自建冷链和供应链：叮咚买菜拥有自己物流与冷链系统，2019年

10月，投资成立上海柿柿顺物流有限公司，实现从仓，到运，再到配送的一体化，保

证货品的品质。 

（3）运营——大数据控制损耗率：聘用专业的运营团队用大数据监控全过程，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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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前置仓备货量、订单量，并根据剩余的库存在APP上对客户进行推荐，使得缺货

率控制在较低的水平（7%左右），滞销率控制在4%左右，生鲜损耗率在1%左右（远低

于超市的10%）。 

（4）营销——精准营销+红包拼团+地推：在公司的另一个品牌APP“妈妈帮”精准营

销推送；用红包、拼团等形式形成社区口碑营销。除此之外，叮咚买菜还有地推人员，

在社区附近摆摊宣传，以吸引更多的社区客流。 

（5）品控——八步品控流程保障质量：货源品控、加工仓品控、加工过程品控、前

置仓品控、巡检品控、分拣品控、顾客品控以及售后服务。从采购到产品的全过程都

有品质控制，让优良的产品送到客户手中。 

图表31：叮咚买菜上中下游的控制 

 

资料来源：亿欧、研究所整理  

 

短期盈利能力受质疑，长期提升客单价和复购率是关键。前置仓模式由于小仓接近社

区，能将货品在30分钟之内快速送达客户手中，具备时效性的特点，但同时单个前置

仓也只能覆盖附近2-3公里的用户。正是因为极速配送以及低价策略，高昂的配送成

本、低毛利率、自建供应链和冷链的高成本等问题也使得叮咚买菜前置仓模式的盈利

能力备受市场质疑。我们认为，短期来看，该模式虽未必盈利，但抢夺流量后可拉低

成本：配送快、0元起送、0配送费、低价格会导致公司亏损，但可抢夺流量，争取到

更多的客户资源，久而久之降低每单的配送成本（一次配送可以在一个范围内送几单

甚至十几单）；长期来看，提升客单价与复购率是关键：倘若客单价一直无法提升至

成本以上的水平，依然是入不敷出的局面，盈利能力仍为痛点。复购率则来自于“三

大确定性”，即品质确定、送达时间确定、品类确定。一旦人们在线上购买生鲜的习

惯养成，客单价和复购率都会相应提升。目前，叮咚买菜的复购率接近50%，2020年

计划提升用户复购率，每个用户月均单量达到6.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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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叮咚买菜CEO梁昌霖提出的叮咚规模计算公式 

 

资料来源：每经网、叮咚买菜CEO梁昌霖《前置仓可盈利，生鲜电商正逢春》、万

联证券研究所整理 

 

3.2 生鲜电商模式二：商超“到店+到家”模式 

3.2.1 商超“到店+到家”模式介绍 

“宅经济”促使商超发展“到店+到家”模式。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淘宝、

亚马逊、京东、当当、拼多多等电商崛起，而传统的商超受互联网的冲击不小，也相

继试水O2O模式，希望通过与巨头的合作来寻求线上与线下的融合发展，于是商超“到

店+到家”模式应运而生，以实体店为依托，让顾客既可以到店体验，也可以通过网

上平台、APP、小程序进行线上购买并享受配送到家服务，满足如今的“宅经济”需

求。 

早在前几年已有不少商超企业布局线上业务，其中无外乎分为自建线上APP、接入电

商巨头的平台。第三方综合电商大平台拥有无可比拟的渠道和众多的客户群体，可以

为线下商超引来庞大的客流量，但电商大平台所收取的平台费用率也在逐渐提高，使

得超市在平台上开展线上业务的成本攀升；另一方面，第三方平台若是无法与商超展

开深度合作，会出现与客户沟通不及时等问题，进而影响到客户体验。因而比起有些

线下超市单纯以接入平台的形式发展线上业务，也有不少超市巨头，比如永辉、高鑫

零售、沃尔玛等自建起自己的线上APP或是小程序，选择自建平台与接入第三方平台

两手抓，并且，超市也并非选择一家电商平台接入，而是好几家并行，同时摸索可行

的路径，之后再加快发展。 

图表33：商超布局线上业务相关事件 

时间 商超名称 相关事件 

2015年 3月 大润发 飞牛网通过大润发全国门店，“一店配送一省”的发货方式，完成

全国业务的快速铺开。此后，飞牛就在寻求基于门店发货的“多地

多仓”O2O速配体系的打通。 

2017年 5月 大润发 大润发上海首家门店上线测试。28天后，大润发全国 371家门店全

部实现 3公里内配送“1小时达”的服务。 

2015年 5月 沃尔玛 沃尔玛上线了“沃尔玛速购 APP”，正式开启了自己的 O2O平台，主

要以送货上门与线下门店自提两种服务为主。送货上门服务是 188

元免配送费，4小时送达。随后不久，沃尔玛接入第三方到家服务

平台京东到家，自此真正地开始了其到家业务的拓展。 

2016年 10月 沃尔玛 沃尔玛宣布，战略投资打造了京东到家的新达达 3.36 亿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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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双方将建立全面深度战略合作。 

2014年 1月 永辉超市 生鲜超市永辉超市早在 2014年 1月就推出永辉微店手机 APP,实现

线上下单支付、门店自提的服务，随后永辉微店又开通同城配送业

务。2015年年底永辉超市接入京东到家，与永辉微店并行发展，但

随后永辉微店业务停滞。 

2015年 11月 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 2015年 11月在深圳上线速配服务“soon万家送”，通过

APP购物可以送货到家，同时，华润万家在深圳入驻了超市 O2O平

台乐来，华润万家华北区和华东区也入驻了另外一家超市 O2O平台

小 e到家。 

2016年 11月 永旺 永旺接入京东到家，开始布局到家业务。 

2017年 10月 永辉生活 永辉生活微信小程序上线，消费者可在超级物种、永辉生活等门店

用其扫码购物，并且支持门店 3公里内“配送到家”。 

2018年 8月 大润发 大润发接入淘鲜达，配送范围为以大润发超市为中心的半径 3公里

内的地址，1小时送达。 

2019年 3月 大润发 门店淘鲜达服务范围扩至 5公里，1.5小时送达。 
 

资料来源：赢商网、搜狐、百度、联商网、研究所 整理 

 

3.2.2 案例分析：盒马鲜生——店仓一体的流量抢夺者 

开启“生鲜超市+餐饮”新零售概念，盒马鲜生迅速扩张。盒马鲜生是由原京东物流

负责人侯毅创立的，在得到阿里的介入后，打造出了“生鲜超市+餐饮+电商+物流”

的新零售概念，即又是超市，门店内又做餐饮，并且还是菜场。2016年1月，盒马鲜

生在上海金桥广场开设了第一家门店，面积达到4500平方米，很快实现了年坪效5万

元，经过2年多的扩张后，上海的门店迅速增长，并且扩张到宁波、北京、深圳等城

市。 

图表34：盒马鲜生会员店  图表 35：盒马鲜生“超市+餐饮”模式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整理、研究所   资料来源：搜狐、研究所  

 

“到店+到家”模式满足不同场景消费群体，实现线上线下全覆盖。盒马鲜生多开在

居民聚集区，分为“到店”和“到家”两种模式，“到店”购物时付款只支持支付宝

和现金，“到家”模式则是客户通过盒马APP下单购买。盒马的到店与到家两个场景是

相互协同的，满足不同用户对于不同场景的需求。线下增添餐饮区让客人可以在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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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完生鲜之后交给店内的厨师即煮即食，以“超市+餐饮”的形式吸引流量，同时为

线上引流和打响知名度，店仓一体的模式让每个门店成为每个靠近社区的前置仓，使

得每单配送都能快速送达。 

“到店+到家”模式比起纯线上的生鲜电商而言，好处就在于前者依靠店仓合一节约

部分的配送成本。同样是前置仓，店仓合一的商超能满足仓储需要的同时，可以吸引

线下的流量而无需支付配送成本（客户到店购买无需配送），而纯线上电商的前置仓

只能进行仓储而无线下流量。 

图表36：盒马鲜生“到店+到家”模式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整理、研究所  

 

大数据科技赋能物流系统，店仓合一提高配送效率。盒马鲜生门店的上方铺设了全自

动悬挂链物流系统，这样能够让各区域的店员收到订单后，在第一时间分拣自己所属

区域陈列的水果、蔬菜、零食或其他不同的商品，然后把它们打包送上物流悬链系统，

这样便可以不需要在整个门店内来回走动，而快速将货物通过门店上方的悬链系统

送到后场出货。门店的后场更是一个交织的传送系统，传送线上的保温袋在各自的轨

道上行进，把会员线上选购的商品传送到集中的分拣台进行统一配送。门店里有冷藏

库、冰库等冷链，以切实践行“新鲜每一刻”的品牌理念。当然，这一切的背后都是

通过大数据科技智能调度的，一个门店就相当于一个前置仓，让每个打包好的配送包

裹都能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中。而门店之所以能承担起仓储的功能，很重要的条

件就是盒马的门店在设计之初，就是仓储式货架和库存设计，因此盒马先生门店商品

的货位和库存，都是实时回传调度的。 

数字智能化打造核心竞争力，生鲜大考中交出高分答卷。盒马会根据自己的历史数据

和阿里的大数据，去做智能的订货和库存分配，达到库存周转、销售效率的最大化。

最后，在拣货打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配送至3公里内的客户家里了，而大数据科

技又会根据每个配送员熟悉的配送区域、所在的具体位置、订单的批次、品类（是常

温还是冷链）做一个智能的匹配，使得效率最大化，同时，降低生鲜品类在途中的损

耗率。另外，盒马的客服也采用人工智能服务，“盒马小蜜”智能客服能提供7*24小

时的服务，实则基于来自阿里达摩院的智能客服技术，用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

技术对客服进行智能分流和智能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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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7：盒马鲜生店内悬挂的物流系统  图表 38：盒马鲜生 APP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整理、研究所   资料来源：盒马鲜生APP、研究所  

 

盒马疫情大考中交出高分答卷，2020年“双百”推出计划继续高质量扩张。疫情期间，

在生鲜线上销售量激增，而生鲜电商普遍送货难得情况下，盒马的表现是最好的，根

据南都的报道数据，盒马、京东到家、每日优鲜、钱大妈等9大平台中，最快最守时

的TOP3平台分别是盒马、京东到家和每日优鲜，其中盒马远超另外两家平台。显然，

在面对订单量暴增的情况下，得物流供应链者得天下。2020年3月19日，盒马总裁侯

毅在发布会上透露盒马2020年的“双100”战略，即在全国开100家以上盒马生鲜店和

100家以上的盒马mini，而盒马小站不会再开，已有的70多家盒马小站也将会升级为

盒马mini。截至2020年3月18日，盒马全国门店数达到220家，并且3万名员工招募计

划已启动，其扩张不是粗放式的规模扩张，而是基于数字化的高质量增长。 

 

3.3 生鲜电商模式三：综合电商平台模式 

3.3.1 综合电商平台模式介绍 

综合电商平台模式分为O2O和B2C两种模式。O2O模式是通过邀请线下超市门店入驻

平台，消费者购物后，配送员到店取货配送给消费者，代表平台有美团、饿了么、

京东到家、淘鲜达。通常这类综合大平台的下游客户分布广阔、配送体系健全，具

有时效性高且配送范围广的优点，这种仅仅提供平台供客户浏览以及跑腿的模式相

比于线下商超或者垂直生鲜电商而言，能够节省不少租金、人工、供应链和冷链建

设的成本开支，但却有对商品的管控能力弱、不能保障客户体验、部分商品不适合

线上销售、售后服务或不尽人意等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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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9：综合电商平台O2O模式 

 

资料来源：研究所整理  

B2C模式则是消费者订货后从总仓发货，通过干线运输，配送点分拣，然后送货到

家，代表平台有京东生鲜。京东生鲜是以自营采购或与优质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完成

生鲜商品销售的B2C平台。下单后自营或者部分非自营通过京东物流，从库房调拨，

一般需要1-2天收货。与京东到家是两种不一样的模式。 

图表40：综合电商平台B2C模式 

 

资料来源：研究所整理  

 

3.3.2 案例分析：京东到家——中国领先的本地即时零售平台 

O2O服务平台，利用物流优势赋能线下商超和生鲜小店。京东到家是O2O生活服务平

版权所有����癎�万得㩲数潲瑀睩湤�潭�温

http://ipoipo.cn/


  

 

证券研究报告|商业贸易 

 

 

研究所 www.wlzq.cn 第 23 页 共 26 页 

 

台，依托达达快送和零售合作伙伴，京东到家为消费者提供超市便利、生鲜果蔬、

医药健康等海量商品1小时配送到家的极致服务体验。目前业务范围覆盖全国超过

700个县区市，包括广州、深圳、上海、南京、宁波、长沙、西安、郑州、北京、哈

尔滨等等，与近10万线下门店合作。 

京东到家提供几类到家服务，分别是超市到家，外卖到家，品质生活，上门服务，

和健康到家等，已覆盖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天津、武汉、宁波、

成都、西安、重庆等一二线城市。 

图表41：京东到家利用物流优势打造O2O服务平台 

 

资料来源：京东到家APP、研究所整理  

发展历程：生鲜O2O出身，志在到家“全场景消费” 

⚫ 萌芽扩张期：2015年4月，京东到家北京站上线，此后在6个月时间发展迅速，截

止2015年11月已经覆盖了国内11大城市，服务遍及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

部等多个区域，为消费者提供了2小时内快速送达的全新O2O服务。在营销方面也

是下足了本，在各个特殊时间节点开展大型促销活动，如5.20鲜花大促、六一惊

喜福包、626宅购节、横跨7、8月的冰饮节、七夕节、教师节以及中秋节大闸蟹

闪电送、1020宅购节开展了大型促销活动等。  

⚫ 与达达合作：2016年4月15日，京东集团宣布，已经就旗下O2O子公司“京东到家”

与众包物流平台“达达”合并一事达成最终协议。协议生效后，京东将以京东到

家的业务、京东集团的业务资源以及2亿美元现金换取新公司约47.4%的股份并成

为单一最大股东。在新公司的管理架构中，原达达CEO蒯佳祺先生将出任新公司

的CEO，原京东到家总裁王志军先生将出任新公司的总裁。   

⚫ 办公场地投入智能货柜：2018年7月17日，京东到家宣布将在北京、上海等城市

的办公场地批量投入京东到家Go3.0智能货柜，渗透“无人货架”领域。京东到

家组成了“智能货柜”“线下门店”与“在线平台”的三维立体矩阵， 完成对用

户“从家庭到办公室到线上的全场景的覆盖”，实现了O2O的大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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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赋能战略：打造一体化数字化解决方案 

⚫ 流量赋能：京东到家APP帮助商家获取丰沛的流量，提升新增销量。另外，京

东APP搜索商品直达京东到家商家门店。 

⚫ 履约赋能：通过智能算法和系统自动调整拣货策略实现最优化拣货效率。拣货

全流程配备先进的软硬件工具，员工绑定账号，实现可视化和数据化的过程管

理，提升拣货时效和降低拣错率，降低差评率，提升用户体验。 

⚫ 用户赋能：抓住用户价值最大化，多方位赋能用户运营。通过到家大数据提供

用户标签系统，洞悉用户属性特征、行为习惯、消费数据等，进行多维度分

析，帮助商家发现潜客和认知用户。 

⚫ 商品赋能：提供商品优化解决方案，完善商品结构，带来可持续销售增长。依

托平台全域大数据智能分析，为门店提供周期性选品建议，制定线上最佳商品

销售组合。实时监控线上商品库存，提供补货建议，减少销售损失，有效降低

缺货率，提升用户门店消费体验。完善的商品评估管理系统，为门店提供定制

化的商品汰换解决方案，持续提升商品动销率，增加商品销售机会。 

⚫ 门店赋能：节省收银人力，减少顾客排队，客群更年轻。优化收银动线设计，

同样面积可摆放更多收银设备；店员从一人一台向一人多台服务，大幅提升收

银人效。 

图表42：京东到家“零售赋能”战略 

 

资料来源：京东到家官网、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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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建议 

短期来看，疫情下生鲜销售量涌入零售端，超市与电商生鲜零售业务迎来风口期。

由于疫情影响，餐饮业目前还较为萧条，有相当大一部分餐饮端口产生的生鲜需求

流入到零售端中。另外，相比于传统菜场的“脏乱差”环境，在超市与电商上购买

生鲜食品更为安全卫生。因而这两方面因素叠加推高了短期内超市与电商的生鲜销

售数据。 

中长期来看，行业洗牌加速，供应链强大的企业将受益。生鲜配送业务讲求速度与

价格，这就要求生鲜电商平台必须拥有极致的配送与供应链系统，以及对上游供应

商强大的议价能力。因此，在行业中长期的洗牌中，拥有强大供应链系统和规模效

应的龙头企业将迎来更多的流量和契机。建议关注有供应链、资金实力等优势的企

业：（1）垂直生鲜电商龙头；（2）“到店+到家”模式的商超龙头；（3）物流配送体

系强大的传统电商平台巨头。 

 

5. 风险提示 

行业竞争加剧风险、消费习惯培养不及预期风险、生鲜电商难以盈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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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涨幅10％以上； 

同步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涨幅10％至-10％之间； 

弱于大市：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跌幅10％以上。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15％以上； 

增持：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5％至15％； 

观望：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涨幅－5％至5％； 

卖出：未来6个月内公司相对大盘跌幅5％以上。 

基准指数 ：沪深300指数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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