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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革命体验革命：：
上线1小时场景生活圈

苏宁正站在场景零售新的风口上，
实现新零售的解决方案就是“1小时场
景生活圈”。这是苏宁今年双11亮出
的一把利剑，标志着苏宁正在开启一场
零售电商的体验革命，而不是单纯的追
求低价、规模，开始真正聚焦用户身边
的需求、体验和痛点问题，为消费者提

供便利、价优、新鲜、多样的产品和服
务，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钱”、

“省心”，将零售电商竞争拉入到一个
“近场”阵地。

关于1小时场景生活圈，苏宁零售
用户与平台经营集团副总裁范春燕作了
详细解读。她坦言，“1小时场景生活圈”
是苏宁基于对用户消费行为的数据分析
和用户消费洞察，推出的一系列场景服
务解决方案，意在1小时内全方位、立体

性、系统性解决用户在购物、服务、内容、
社交等方面的所有需求。比如，在家里
手机坏了，可以上门快修；没时间逛菜
场，可以送菜上门；不想打扫卫生，有家
政服务。在这个“圈”里，以社区小店、商
超百货等苏宁自有业态作为数字化近场
基础设施，链接外部商户、品牌，搭建起
一张全场景服务触点网络。

今年双11，苏宁将实现全品类1公
里30分钟达的“闪电配送”，和全业态1
小时内触达到用户，打通消费、娱乐、生
活间的场景领域。其中，依托300个城
市社区覆盖，超10000家门店仓+前置
仓布局，苏宁将即时配送从生鲜向母
婴、生活家电、手机数码等多品类拓展，
并承诺1公里30分钟送货到家。物流
方面，将通过场景零售OS平台，为苏宁
国际每个新采购的跨境进口商品打上
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有效避免海淘物
流造假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刚收购完不到一个
月的家乐福，也成为苏宁1小时场景生
活圈的新成员。苏宁11.11发布会现场，
家乐福中国商品副总裁龚文瑞宣布，家
乐福将首次参战双 11，未来 1年上线
1000家社区履约中心，全面升级到家服
务。随着苏宁小店的全国网络化布局落
地，和家乐福进入苏宁并补充到1小时
场景生活圈，标志着苏宁全场景零售的
拼图已经完成。

据透露，家乐福近期还将在南京、上
海的部分家乐福门店上线“履约中心”，
实现前置仓的全面升级，它不仅会接入
家乐福小程序、还会接入苏宁小店APP
及第三方平台。消费者通过这些线上入
口下单，都会由家乐福的履约中心承接
服务。

体体验式消费验式消费：：
让苏宁有望继续领跑行业

苏宁耗时10年布局的场景零售，实
际上为消费者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式
消费。对此，消费者是否买账？这种新
零售模式又能走多远？业界人士一致认
为，在体验式消费崛起的当下，拥有更强
场景塑造能力的零售企业，有望继续领
跑行业。

而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消费数
据，也印证了苏宁苦心经营的场景零
售踩准了消费市场的新变化。根据国
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前三季度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显示同比增长8.2%，市
场消费保持稳定增长。值得一提的是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服务
形消费增长势头也比较明显，这两大

板块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消费者的生
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消费品位日益
提升，新的消费趋势也应运而生。其
中，体验型、精神型的转变，是一个较
为明显的变化。

显然，苏宁推出的场景零售，具有场
景化沉浸购物体验的零售业态，正迎合
了当下的消费大升级热潮。比如以苏宁
极物为代表的集休闲、餐饮、3C、家数
码、生活家居一体的沉浸式生活空间，就
是从用户体验出发，消费场景的再现。
因此，从这点看，转型后的苏宁，未来可
期！

正如苏宁侯恩龙所说，始终围绕用
户体验，始终突出全场景布局优势，苏宁
以探索零售进化的行业自觉，为今年双
11带来实质性的升级，从价格的双11到
体验的双11，也将给消费者提供别具一
格的消费体验。

创创新活力新活力：：
破除同质竞争开辟新赛道

苏宁在今年双11首次亮相的场景
零售战略，无疑给目前低迷、处于困境中
的电商行业带来一丝曙光。

有关人士指出，苏宁场景零售战略
的推出及场景双11的实践，让电商们走
出同质化甚至恶性的低质低价竞争提供
了新的可能。当前，国内主要零售商竞
争异常激烈，价格，商品、服务的竞争正
在全面展开，补贴战、价格战依然是促
销的主流方式，二选一的现象依然常
见，模式也趋同质化，比如社交电商的
低质、低价模式，这些现象并不利于中
国电商业的效率提升和发展提升，而场
景零售将作为苏宁智慧零售模式的一
个全新赛道，无疑为中国零售注入更多
的创新活力。

场景零售战略尤其是苏宁1小时场
景生活圈的重要举措，使得苏宁在智慧
零售的大趋势下找到了更具象化、更聚
焦的落脚点——锁定消费者近场化的消
费需求，无论是产品、内容、娱乐还是服
务，统统1小时搞定。而这种体验的实
现，真正只有苏宁才能做到。因为，基本
上在主要城市，1小时范围内必能触达到
苏宁易购、家乐福、苏宁小店、苏宁广场
等服务场景。

如此一来，零售行业就由过去拼价
格升级到拼服务、拼体验阶段。因此，场
景零售已经成为了苏宁智慧零售下的一
个全新赛道。在这个赛道上，场景零售
代表了苏宁，苏宁就代表场景零售，实现
了创新标准，超越竞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萍

从玩价格到玩体验
聚焦场景零售 苏宁重新定义双11

今
年双11，苏宁不玩价格玩体
验，引发全民热议！在10月
21日重磅发布的苏宁11.11

攻略中，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将今年
的双11重新定位为“场景的双11”，
首次公开了苏宁全场景布局，并发布
了苏宁场景零售的解决方案——1小
时场景生活圈，宣称1小时内解决所
有的生活场景痛点。至此，苏宁率先
在业界打破历届双11玩价格玩补贴
的促销套路，掀起了一场省时省力省
心省钱的体验革命。

场场景零售景零售：：
苏宁十年磨一剑

众所周知，纯电商时代，“价格战”
和“补贴战”失去了创新的味道，线上
流量触及到天花板，如果继续没有新
意的促销，双11将变成消费者毫无

“参与感”的电商自嗨。今年双11，
苏宁就一举打破促销套路，率先聚焦
场景布局，引导消费者从玩价格到玩
体验。

“价格是标配，但不是唯一。唯有
场景零售能定义新苏宁！”苏宁11.11
发布会上，侯恩龙如是坦言。何为场景
零售?据介绍，场景零售是智慧零售的
新赛道，由五大核心能力组成：用户力、
产品力、科技力、服务力和链接力。场
景零售五力的融合，将零售竞争升级到
内容、社交、娱乐、体验的维度，最终给
消费者带来全触点、全体验、全服务、全
场景的零售服务新模式。

侯恩龙表示，苏宁从2009年开始
互联网转型，到2019年全场景零售布
局已经完成。过去十年，苏宁的所有
动作均是基于既定的战略，一直坚持
布局场景，力争以零售为核心，覆盖用
户生活的方方面面。场景是未来一段
时间内，苏宁最具差异化优势的赛道。

“不管是自营还是收购，我们一直
深耕场景布局，坚持从用户的需求出
发，心无旁骛回归零售的本质，始终聚
焦场景布局，从未偏离，这是25万苏
宁人矢志不渝的坚持。”侯恩龙说，“我
们已经形成了多业态部署、多层次渠
道网络布局、近场数字化基础设施搭
建、大数据场景OS平台以及全域全时
的物流网络。所以，不管是什么零售，
我们并不关心概念，我们在乎是否真
正围绕用户场景需求，提供更加完整
的零售解决方案。纵观全球零售业，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场景零售
将成为零售进化的方向，也是苏宁最
具差异化优势的赛道。”

苏宁零售用户与平台经营集团副总裁范春燕现场解读“1小时场景生活圈”。

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首次公开场景零售新模式。

国际足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24
日在上海结束，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2021年世界俱乐部杯赛将在中国举
行。

此前世俱杯于每年年底进行，共
有包括各大洲冠军俱乐部在内的7支
球队参加。作为2022年世界杯的主
办国，卡塔尔将举行2019和2020年
世俱杯。

据悉，改制后的世俱杯每四年一
届，在具体赛制方面国际足联仍需与
各大洲足联讨论，而作为国际足联旗
下的另一赛事，联合会杯将不再举
办。“新版”世俱杯将于2021年6月至
7月在中国展开，共有 24支球队参
加，其中包括8支欧洲球队，6支南美
洲球队，亚洲、非洲、中北美及俱乐部
地区各3支球队，大洋洲1支球队。
这也意味着，全新的世俱杯或将在精
彩程度上媲美欧冠。为了增强赛事
吸引力，2021年世俱杯冠军的奖金将
达到1.2亿美元，其他参赛俱乐部都将
获得至少约2000万美元的奖金。国
际足联会和中国足协等方面共同决定
主办城市。

因凡蒂诺说：“当国际足联在三月
份决定举行新世俱杯赛事后，中国方
面就立刻表达出了兴趣。中国地域辽
阔、人口众多，足球已经成为这里的主
要运动之一。我们坚信就足球发展而
言，中国很有前途。我们会组织工作
小组，对中国各个城市的球场、基础设
施、交通等方面进行考察，并最终决定
主办城市。”

与此同时，因凡蒂诺还表示，国际
足联从世俱杯中获得的收益将全部投
入到足球运动发展当中。

除了世俱杯，本次会议还公布了
多项决定。国际足联承诺在2019到
2023年，会投入10亿美元到女足运
动的发展当中。此外，国际足联还公
布了2030年世界杯的申办时间表，因
凡蒂诺透露，2030年世界杯的申办工
作将于2022年第二季度正式启动，最
终结果会在2024年揭晓。

每四年一届 24支球队参加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汤
晨）10月24日，国际网联世
界巡回赛青少年年终总决赛
继续进行。由于成都大范围
降雨，因此所有比赛都移至

“风雨球场”举行。
首场比赛在中国选手郑

钦文和美国选手胡拉坎·布
莱克之间展开。布莱克的名
字在英文中是飓风的意思，
而她的姓又是黑色的意思，
所以很多中国球迷称她为

“黑旋风”。
比赛开始，双发各自保

发，先发的布莱克取得2：1
的优势。第四局比赛，郑钦
文一发频频不进，布莱克抓
住机会完成破发，比分来到
3：1。随后在布莱克的发球

局中，郑钦文加强进攻，主动
上网，积极寻求改变，取得了
破发点，但布莱克扎实的底
线功底将破发点一一化解，
完成保发。在之后的比赛中
双发各自保发，盘末布莱克
破发了郑钦文的发球局，以
6：2先下一城。

第二盘比赛，郑钦文失误
过多，而布莱克则延续了火热
的手感，一举连续破掉郑钦文
两个发球局，取得5：0领先。
郑钦文在盘末发力，连保带
破，将比分追至5：2，但无奈
落后实在太多，布莱克拥有
破发优势，最终以两个6：2拿
下比赛。至此，在“丽组”的
小组赛中，郑钦文和布莱克
都取得了一胜一负的战绩。

11月 1日，2019（第十
五届）四川电视节暨首届“金
熊猫”国际传播奖将在成都
揭开大幕，其间将会有多部
四川造或有四川元素的爽剧
亮相。10月 24日，电视连
续剧《大三线》剧组主创率先
给本届电视节录制了祝福成
功举办的 VCR。10 月 30
日，《大三线》主演林江国、朱
宏嘉、陈雅斓、韩与诺、蔡家
明还将来到成都国际会展中
心的四川电视节主办场地，
举行剧组见面会。

20世纪 60年代始，成
千上万建设者来到祖国大
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
大漠荒野，从无到有，建起
了众多大中型工矿企业、科
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孕育出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
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
线精神”。电视剧《大三
线》就是以此为背景而拍
摄，该剧是在省委宣传部牵
头指导下，由攀枝花市、峨
影集团等单位联合筹拍的
工业史诗电视剧。剧作家
革非担任编剧，总投资约

8000万元。
《大三线》讲述了1965

年发生的一段关于三线建设
者的感人故事：年轻气盛的
夏方舟来到金江，进入专门
为大三线组建的中国109冶
金建设公司，投身到川滇钢
铁的建设中，在这里他结识
了自己的爱人秦晓丹。几十
年的岁月变迁，夏方舟以及
身边的同事来的来、走的走，
但他们都完美彰显了这个时
代的精神和力量。

除了《大三线》，另一部
在四川立项、全程在成都取
景拍摄的都市行业大剧《危
机先生》，也会在四川电视节
期间亮相。该剧是一部讲述
危机公关行业故事的都市行
业剧，2020年将在优酷和国
内一线卫视同步播出。该剧
更计划登陆国际顶级流媒体
平台Netflix（网飞），扩大海
外传播度，将对成都城市品
牌和形象的推广起到积极作
用，进一步提高四川文化软
实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帆

雨水侵袭ITF青少年年终总决赛第2比赛日

中国小花郑钦文
不敌美国“黑旋风”

多部四川造电视剧闪亮登场

《大三线》剧组
率先为四川电视节打CALL

10月24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上海举行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会后新闻发布会上，宣布2021年世
界俱乐部杯赛将在中国举行。 新华社发

2021年“新版”世俱杯

落户中国
世俱杯改制

◎改制后的世俱杯每四年一届，
在具体赛制方面国际足联仍需与各大
洲足联讨论，而作为国际足联旗下的
另一赛事，联合会杯将不再举办。

◎“新版”世俱杯将于2021年6月
至7月在中国展开，共有24支球队参
加，国际足联会和中国足协等方面共
同决定主办城市。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中国足协举办世俱杯不会亏钱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4日在上海宣布，中

国将于2021年举办首届改制后的世界俱乐部杯
赛。这不仅是国际足联下属成年男子足球国际大
赛首次落户中国，也是继2007年女足世界杯之
后，中国再次举办国际足联顶级赛事，届时中国球
迷将有机会在家门口看到大牌球星真刀真枪的较
量。中国获得2021年世俱杯主办权，也被外界看
作是中国申办2030年世界杯的一次摸底“考试”。

因凡蒂诺说，作为一项在全球都很普及的运
动，他希望未来足球可以在全世界更均衡地发展，

“现在足球发达国家都聚集在南美洲和欧洲，但国
际足联想让别的国家也发展起来，希望有更多的

球队可以参加这种顶级赛事。”
他同时强调，外界无须为大赛举办经费担心，

中国足协不会为此亏钱。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有关
“国际足联在财务方面如何帮助中国举办2021年
世俱杯”的问题时，因凡蒂诺表示，世俱杯作为世
界顶级足球俱乐部赛事，预计将产生大笔收益。

“财务状况将会不错，我确信中国足协在此方面不
会亏钱。”因凡蒂诺说。

按照国际足联举办赛事的惯例，国际足联将
负责2021年世俱杯赛事的运营费用，主导赛事的
商务开发。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宗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