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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品會（VIPS）公司訪問要點 

 

線上折扣店和線下 Outlet 的差別 

線下 Outlet 的品牌大部分屬於高端奢侈一類，折扣一般為 4-5 折，地處城市偏遠

地段（為了不影響品牌形象），其商業模式更接近商業地產。而唯品會其實就是把

線下折扣店搬到了網上，但面向的是大眾市場，所以品牌也更傾向大眾品牌，例如

耐克，阿迪達斯等。目前中國線下的 Outlet 並不多，主要分散在一些一二線城市，

而類似美國的 TKMaxx和 Ross 這樣的大眾折扣店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太大發展，分佈

也比較散，所以公司現在的商業模式在未來仍具有非常大的市場。 

 

國內為什麼還沒有發展線下折扣店 

最主要原因可以總結為：1）線下租金和人工成本較高，而且持續在漲。在國內的

百貨和購物中心大部分是商業地產模式，並不是以商品為導向。2）鋪店速度太慢，

擴張速度無法和電商競爭。例如美國折扣零售已經有 50 多年的歷史，造就了像

TKMaxx 和 Ross 這樣的巨頭，國內零售發展史較短，基本從改革開放開始至今也就

20 多年，截至目前主要發展了百貨，超市和連鎖，但是忽略了折扣零售。由於國

外折扣零售市場發展較早，在互聯網還沒有發展起來的時候，大量鋪設了線下折扣

實體店。而中國在資訊化程度較高的時代背景下開始發展線下實體店比較困難（例

如 TKMaxx 需要買斷貨物，對運營資金要求高），也就是中國直接跳過線下折扣店這

個發展階段，直接進入線上零售折扣電商的原因。公司未來還沒有考慮發展線下實

體店的打算。 

 
閃購模式的壁壘 
閃購壁壘並不高，誰都可以進入，建設類似閃購的使用者介面其實很簡單，它真正

壁壘在於其後端，例如優秀的品牌(目前合作的品牌大約為 1 萬多個。其中 6 成是

國內品牌，4 成是國際品牌) ，專業化的倉儲（明年要超過 100 多萬平米倉儲），

專業化的買手團隊（公司目前有 700-800 人），公司在以上幾點比其他同類公司更

具優勢。特別是在買手團隊方面，由於閃購實質上銷售別人剩下的庫存，所以好的

買手團隊顯得尤其重要，體現在如何把別人剩下庫存中挑選出能夠快速消化的那些

商品的能力。公司的買手團隊來自不同的背景，例如品牌本身（耐克，阿迪達斯等），

或者百貨，或者服裝雜誌的編輯等。即使現在流行的大資料分析也不能取代買手團

隊的經驗和判斷能力，但是大資料的確可以支援買手團隊和提供更精准和個性化的

行銷。 

 

無預付款和庫存壓力的商業模式 
公司唯一需要買斷的庫存是個別少數的體育用品公司，例如耐克，阿迪達斯，安踏，

Kappa 等，而絕大部分都無需買斷庫存。公司雖然沒有庫存壓力，但是在銷售模式

方面還是和京東一樣採取的是自營的方式，不管買斷庫存與否，供應商的貨物都必

須入公司倉庫，並由公司自己銷售。與京東不同的是，公司不需要預先支付貨款，

而是在銷售檔期結束以後，根據實際銷量再和品牌商結帳。具體流程大致如下：品

牌商首先把過期尾貨的清單給公司，由公司買手團隊挑選。挑中的貨品需提前一個

星期入庫，然後公司開始做銷售檔期，銷售完畢以後十天內按實際銷量結帳。結帳

時只給 60%。由於還存在客戶退貨情況，所以剩下 40%會後續再結。基本上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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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清貨款。目前大約 90%的貨物可以退貨，退貨率為 20%，退回來的貨物如果是完

整無缺的就可以無條件直接再退回給廠家，但如果出現損壞和損耗則由公司承擔並

做相應的撥備（發生情況比較少）。大部分貨齡約 12 個月左右。我們看到在資產負

債表上面的庫存就是那些入庫的庫存，雖然沒有庫存減值撥備的財務壓力，但若出

現自然災害或者貨品消失等造成的損失，得由公司來賠償。 

 

管道為王的中國零售市場，難以快速消化庫存 
公司認為在目前零售市場整體去庫存的大趨勢下，對公司發展的影響有限，原因

為：1）中國的零售模式和國外是不同的，國外的品牌商採取的是直營模式，直接

控制自己的管道，貨品交付時間較短（6 個月），對庫存有比較主動的掌控權，因

為大部分都是通過自己的管道，剩餘小部分的商品通過折扣店來消化。而國內很多

品牌商都是實行分銷商的形式（一二級分銷商），貨品交付時間較長（12-18 個月），

對管道庫存比較難以調控。這有一個結構性的不同，短期內比較難逾越。2）中國

人口基數巨大，GDP 增速雖然放緩但是依然高於歐美國家，國內折扣零售起步不

久，未來折扣零售市場還很寬廣。 

 

一站式的服務，沒有隱藏費用 
舉例淘寶，由於淘寶體量巨大，流量巨大，同時上面的商家數量也是巨大，所以對

單一商家來說，想要得到曝光度，就必須花較多的成本去購買流量和廣告。另外除

去銷售傭金和廣告費用以外，淘寶商家還需要在物流，售後服務等投入費用。反觀

唯品會，公司只收取 25%的傭金（包括約 5%的行銷，10%的履約費用，2%的 IT 投入

和 2%的行政費用），就包括了所有的服務，沒有其他隱藏的費用，這一站式的服務

不僅給品牌商提供了便利，對成本計算也更簡單明瞭。 

 

化妝品業務發展迅速 
目前化妝品電商主要銷售三種類型的品牌，首先是國際品牌，毛利率較低；第二是

國內品牌，毛利率較高；第三是自有品牌，毛利率最高。公司化妝品業務包括了上

述的三種類型的品牌，在銷售策略方面，公司是在國際品牌做較大的折扣來犧牲毛

利去賺取更多的眼球和流量，而贏取新用戶。由於化妝品屬於標準商品，進入壁壘

並不高，所以化妝品電商需要拼量以及和品牌商建立的良好關係。這一點和服裝有

些不同，服裝需要買手團隊去挑貨。公司大部分化妝品貨源是得到品牌商的正式同

意，並且簽了協議，但是供貨管道不一定是從品牌商本身，而也可能是他旗下的分

銷商。化妝品的銷售檔期時間由公司自己決定，目前化妝品業務仍處於虧損狀態。

樂蜂合作：唯品會當時收購樂蜂網主要看中了樂蜂網以女性為主的用戶群體和它的

自有品牌。收購之後，樂蜂管理層有一些人員變動，現由唯品會指定的 CEO 和 CFO

管理。樂蜂在前端是獨立的，沒有太大的變化，公司和樂峰在前端的合作並沒有投

入太多資源，主要整合發生在後臺，例如倉儲和買手團隊方面的整合所產生協同效

應。樂峰網主要做自有品牌，客戶群主要在一線城市，而唯品會則在 2, 3 線城市，

雙方客戶交叉度不大，可以互補。樂蜂目前自有品牌交易額目前占比自身總的 GMV

約 20%。截止今年二季度樂蜂對唯品會的 GMV 貢獻少於 5%，而且唯品會自身的化妝

品業務規模已經超過樂峰，公司的策略是把唯品會和樂蜂看做一個統一的單位，最

終目標是超過聚美優品，目前交易額方面已經是聚美優品的 70-80%。 

 

 

行銷費用主要為了購買流量 

在移動端 70%都是來自 App 的自有流量。而 PC 端 30%為自有流量，40-50%來自導航

網站，剩下來自搜尋引擎。公司從導航網站和搜尋引擎的購買流量的費用包括在

5%行銷費用之中，並且絕大部分行銷費用都是用來購買流量，少部分用於電視廣告

和手機預裝。行銷費用比例未來將保持在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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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的行銷費用上漲，有一部分是因為公司為了提高移動端的流量，在 9 大手機

廠商，包括聯想，華為（但不包括小米），進行 App 預裝，費用每部手機約 1-2 元。

移動端行銷重心主要集中在購買流量，例如 91 助手，應用寶和百度助手。 

 

協力廠商商城規模還較小 

對例如化妝品，鞋帽服裝，家居等主要種類都由公司自營，而非核心種類例如 3C，

大件家居等則由協力廠商商城銷售。協力廠商商城的貨品不入公司倉儲，由商家自

己運作。公司也提供廣告位給協力廠商商家，傭金一樣。目前協力廠商商城占比

GMV 不到 10%。 

 

發力倉儲自建，部分實現自營物流配送 
目前公司在學習亞馬遜的模式，拼命的建倉儲，未來資本開支也主要在倉儲投入，

計畫兩年投入共約兩億美元，包括買地，建廠房和半自動化設備等，主要在武漢和

廣東肇慶，共 30 萬平米的倉庫。未來不僅倉儲要滿足自營的需要，還可以借用給

協力廠商商城，為協力廠商商城提供增值服務。實現商家資源變現。在物流配送方

面：1）公司在京津冀通過收購和入股一些小的物流公司，使自己獲得更好的服務

和價格。2）如果沒有好的收購物件，公司就招人培訓，實現自己配送。自營物流

配送的邏輯是因為公司的訂單量已經達到可以支援公司自營配送的成本。長期可以

節省成本和提高用戶體驗。 

 

更多互聯網金融產品將推出 

公司目前只有供應鏈金融，按照貨款的 6-7 折，為供應商提供短期貸款。目前還沒

有類似京東白條的消費者金融，但未來應該會推出。公司現在在申請各類相關金融

牌照，若拿到以後，也會推出各類互聯網金融理財產品。在支付方面，公司支持各

類主流支付手段，並將很快將推出自己的支付手段，但是不支持用戶之間的轉帳，

只支持在網站上面的消費。 

 

移動端客單價高於 PC端 

目前移動端客單價略高於 PC 端，主要由於移動端用戶的平均購物頻次高於 PC 端，

移動端的新增用戶也高於 PC 端，移動端是公司未來主要的增長催化劑。 

 

海淘業務實現扭虧 
公司海淘業務現在已經扭虧。在該業務上面，公司是直接和海外的品牌合作，不和

中間人合作，這樣與其他競爭者相比，具有產品品質，價格和售後服務方面的優勢

（允許貨物退回）。 

 

未來發展 

公司的毛利率從最初的 17%，上升到現在的接近 25%，未來應該還會有上升的空間，

但是公司目前的策略重心不在做利潤方面，而是做量，擴張市場，來爭取更多的市

場份額和贏得更多的新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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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報告由第一上海證券有限公司(“第一上海”)編制並只作私人一般閱覽。未經第一上海書面批准，

不得複印、節錄，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引用、轉載或傳送本報告之任何內容。本報告所載的內容、資料、

資料、工具及材料只提供給閣下作參考之用，並非作為或被視為出售或購買或認購證券或其它金融票

據的邀請或要約或構成對任何人的投資建議。閣下不應依賴本報告中的任何內容作出任何投資決定。

本報告的內容並未有考慮到個別的投資者的投資取向、財務情況或任何特別需要。閣下應根據本身的

投資目標、風險評估、財務及稅務狀況等因素作出本身的投資決策。 

 
本報告所載資料來自第一上海認為可靠的來源取得，但第一上海不能保證其準確、正確或完整，而第

一上海或其關聯人士不會對因使用/參考本報告的任何內容或資料而引致的任何損失而負上任何責

任。第一上海或其關聯人士可能會因應不同的假設或因素發出其它與本報告不一致或有不同結論的報

告或評論或投資決策。本報告所載內容如有任何更改，第一上海不作另行通知。第一上海或其關聯人

士可能會持有本報告內所提及到的證券或投資專案，或提供有關該證券或投資專案的證券服務。 

 

在若干國家或司法管轄區，分發、發行或使用本報告可能會抵觸當地法律、規定或其他註冊/發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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