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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社区团购的
前世今生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4月25日，在长沙红星市场龙达果业的
办公室里，供应商王亚龙跟记者回忆了长沙
社区团购的前世今生。

王亚龙自称是社区团购的“元老”。据
他回忆，2016 年初，因为某种机缘巧合，他
认识了蔡周全。蔡周全曾做过电话预订送
水果上门的业务，当时刚创立“你我您”社区
团购，用“宝妈+社区群”的方式卖水果。两
人见面，供应商和平台就此达成合作，王亚
龙一脚踏入了社区团购领域。

长沙零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易礼钧认
为，业内认定的社区团购是由公司组织形式
来组织团购及商品供应链，2016 年，“你我
您”率先采取的运作形式，标志着社区团购
元年的到来。

“长沙因此成为社区团购的发源地。”易
礼钧说，一时之间，小区乐、你我您、考拉精
选、兴盛优选等多家本地颇具规模的创业团
队开始浮出水面，2016年，长沙当地已经涌
现出大大小小几百个社区团购团队。

长沙为何会成为社区团购的发源地？
易礼钧认为，长沙社区商业发达，密集

的便利店、水果店和零食店，为团长招募提
供了充足的储备力量；高桥大市场（百货）、
红星大市场（水果）、海吉星市场（蔬菜）等全
国闻名批发市场，让社区团购的供应链有了
保障；加上长沙人“敢消费、愿消费”，商业氛
围活跃，对新兴消费方式接受程度高，社区
团购能在长沙火起来，就不足为奇了。

2017年，微信小程序上线，对原本只能
通过群接龙买生鲜的社区团购来说，无异于
如虎添翼。动辄日销几百上千的订单量，引
起了社会资本的关注。不少人将当时社区
团购的竞争，与2010年的团购电商相提并
论，称之为第二次“千团大战”。

随着资本投资的陆续进入，王亚龙的办
公室繁忙起来。他拍了拍沙发说：“早两年，
这个办公室每天都坐满了人，初创的社区团
购团队层出不穷，想找我合作供货，不睡觉
也见不完。”

那段时期，不管是融资还是并购，长沙
的社区团购平台都运行得风生水起。如考
拉精选，2018年正式上线仅3个月，便完成
2000万元和3000万元的两轮融资，随后又
收购了“多快好省”和“鑫邻居”。

王亚龙说，各平台的资本越来越雄厚，
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门槛逐渐提高，低价
无序的竞争过后，社区团购的“海选”结束
了。

“不少团队黯然退场，大部分人我再也
没见到过，还有一些尾款没追回来。”王亚龙
唏嘘不已。

到2019 年下半年，社区团购已经完成
了一轮“洗牌”，业界原本以为将进入平稳发
展期的社区团购，在2020年初，被突如其来
的疫情再次加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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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兴盛优选长沙配送员正在给门
店配送生鲜产品。 刘鑫 摄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赵丽萍 张晶）当前进入常态化疫
情防控阶段，全省全面复工复产复学。一
些上班族每天和同事们相处在同一间办
公室、接待来访的客人，还要参加各种会
议，担心接触无症状感染者，甚至出现了
焦虑情绪。昨天，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专
家为办公室一族支招，为身体穿上“防护
服”，为心理戴上“防护罩”。

“我曾接到一个职业宝妈的求助电
话，每次回家后，她都要全身喷酒精，还是
担心有病毒，不敢抱宝宝。为此越想越焦
虑，最后连上班都受到影响。”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医学心理中心吴大兴教授介绍，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焦虑是以恐惧
为主要的情绪特点，还有其他如羞愧、内
疚感等多种情绪反应。

怎样缓解这样的焦虑情绪呢？专家
支招，首先需要正视焦虑，做好自己能力
范围内能做好的事。然后，学会辨“真
假”。例如，关注权威媒体的新闻报道及
科普信息，掌握相关知识和权威信息，定
时定量关注疫情信息，减少对未经证实
的传言、猜测等无用信息的关注，不要被
谣言信息左右。第三，不要消极地自我
预言。这是因为，当人一旦有了一个对
结果的假设，所有的行为都会在不自觉
去朝结果的方向“努力”。最后，可以试
试呼吸放松，通过调节呼吸可以缓解焦
虑。

处于人员集中场所，办公室一族如
何做好日常防护呢？专家建议，出门前
随身备好酒精喷雾、免洗洗手液、纸巾
等；戴好口罩，并准备几个备用口罩。

条件允许时，走路和骑车上下班，达到
保护自己和锻炼身体的目的；如乘坐公
共交通，需全程佩戴口罩，尽量与人保
持 1 米以上的距离，下车后及时洗手消
毒。保持办公室环境清洁和通风，工作
间隙做适量运动，如做工间操等，以缓
解疲劳，增强体质。

专家表示，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
关键阶段，不能放松警惕，也不需要过度
恐慌。内心有疑虑、有焦虑时，可向家人、
朋友倾诉，也可向专业的心理咨询平台求
助，例如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开通了全国
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上下班时
做好自身防护，制定工作目标和计划，上
班时投入工作，休息时关注自己的生活，
保持正常的生活作息和充足的睡眠，努力
将生活回归到正常状态。

湖南日报4月28日讯（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谭德明）每年4月的最
后一周是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周，今年的主题是“职业健康保护·我
行动”。记者近日从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开展的宣传活动上获悉，我省职业
病防治形势比较严峻，2019 年全省
新增报告职业病 1427 例，其中尘肺
病1218例，职业中毒175例，物理因
素等其他职业病34例。

根据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统计，
我省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工业企业32
万多家，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
360 万人（不包括出省务工人员）。

我省职业病大多分布在能源、制造、
基础工业和生物工程等 30 多个行
业，特别是煤矿、非煤矿山、有色、建
材、冶金、化工、机械、轻工、建设、交
通 等 行 业 ，尘 肺 病 例 占 全 省 的
90.3%。2010 年至 2018 年，我省每
年报告的新增职业病例均在2000例
以上。

通过职业病诊断报告的职业病
人，国家已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
但因多方面原因，还存在着用人单位
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
的职业病病人。从 2017 年开始，湖
南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尘肺病农民工

基本医疗救治救助”惠民行动，省财
政投入专项救助资金 1.5 亿元，让
45766人次获得基本医疗救治救助，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占1/3，救治救
助费用全部报销，精准扶贫效果十分
显著。全省还持续开展了重点职业
病监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监测、
职业性放射病监测等6个专项，动态
掌握了我省重点职业病发病趋势和
特点。

据悉，2020 年全省将开展尘肺
病防治攻坚行动，推动各级深入开展
尘肺病预防、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
粉尘危害专项治理、用人单位主体责
任落实、防治技术能力提升5个专项
行动，按期落实好攻坚行动的各项任
务。同时，加大职业病防治监管执法
力度，严格查处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
违法行为，用法治手段推动用人单位
落实主体责任，把遏制职业病责任落
实到用人单位。

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

办公室一族如何做好身心防护 去年全省新增报告职业病1427例

2020年全省将开展
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

“别提了，现在销量下滑得厉害。”
王亚龙是龙达果业的老板。4月25
日，记者在长沙红星市场找到他时，他
正在档口清点刚到货的海南菠萝。

疫情初期，线下农贸市场和商超
购买渠道受阻，不少爷爷奶奶们，也在
年轻人的指导下，学着在微信群里下
单买菜，社区团购平台一时流量暴增。

王亚龙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利
用水果供应商的优势，围绕档口所在
区域，覆盖周边小区，拉了近100个微
信群，搭建起“农小团”社区团购平台。

“最火爆的时候，每天推15款生
鲜产品，一天销售额达到10多万元。”
王亚龙说，搞活动促销时，鸡蛋一天就
能卖出3000多盒。

老牌的社区团购平台兴盛优
选的销量更为惊人。湘潭市民苏女
士还记得，2月初，为了在兴盛优选
上抢一份攸县香干，她特意调好闹
钟，零点一过，立马戳链接下单，稍
有犹豫就售罄了。

据了解，疫情初期，兴盛优选店均
订单量暴增300%，新增用户量是平
时的4倍，蔬菜水果基本上半天就销
售一空。

早在2月，省商务厅出台了《关于
组织电商企业开展生活必需品配送到
家(小区)服务的通知》，为生鲜配送提
供便利。

火爆的订单量、人们对生鲜商品
的购买需求以及政策的支持，引来不
少入局者。

2月，京东 7FRESH 旗下的七
鲜超市、七鲜生活全国门店推出“小
七拼”社区团购服务；拼多多在3月
推出团购工具“快团团”，辅助团长

在线收集社区居民的购买需求；盒
马鲜生在配送挑战下，也上线社区
团购业务……

“我们原本打算慢慢构思社区团
购业务。疫情催生下，为了能把新鲜
的蔬菜水果送到消费者家门口，我们
拉来深耕生鲜领域多年的步步高集团
超市事业部蔬果采购部部长钟水等
人，火速组建优质团队，入局社区团
购。”小步优鲜负责人何苗告诉记者。

2 月 25 日，步步高全资子公
司——湖南小步优鲜商业有限公司
迅速注册成立；3 月 9 日，全新社区
团购小程序小步优鲜正式上线。

步步高董事长王填在4月9日的
微信上表示，小步优鲜从无到有，目
前，日订单最多时已达到了30万单。

“随着线下门店的复苏，人们不再
囤货，购物也趋于理性化，社区团购平
台热度的下降是难以避免的。”据长沙
零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易礼钧的观
察，长沙各社区团购平台的流量预计
下跌了50%。

王亚龙的“农小团”，订单量从上
千份下降到几十份，据他了解，长沙好
几个在疫情初期转型做社区团购的供
应商，现在的订单量都不太乐观。

“现在给社区团购的水果供应量，
只有疫情初期的不到一半。”除了自身
的“农小团”，王亚龙也同时给5个社
区团购平台供货，他举起手边的菠萝
说，“同样的菠萝，我供货给超市和社
区团购平台，超市的销量是社区团购
平台上的五六倍。”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对各社
区团购平台的考验才真正到来。”易礼
钧说。

“亲们，今天开始，除了兴盛优
选，还可以在小步优鲜上下单噢，请多
多支持。”4月20日，湘潭市岳塘区霞
光山庄谊家超市的陈姐，在189人的
微信群里发出小步优鲜的链接。

“疫情期间，附近的便利店老板一
下子都变成了团长。”陈姐说，小区居民
人数是固定的，团长人数多，订单量被
瓜分，就想增加一个平台吸引消费者。

一个团长同时经营好几个社区
团购平台业务的现象并不鲜见，对平
台来说，“拉拢”团长，才能得到流量。

搜农坊副总经理徐雯认为，“一
店多团”，必然会让社区团购平台的
服务大打折扣；但网点规模扩大后，
没办法一一干涉，要留住团长的心，
就要不断给团长赋能。

据介绍，搜农坊会给团长培训，提
供商品陈列货架、干洗柜等物资，
还会定期组织团长去基地选品。

“夏天快来了，我们还和供
应商商量好了，给团长免费提供
冰柜，存放冰淇淋和冷饮。”徐雯
说，“我们对团长越好，团长对平
台的‘忠诚度’也就越高。”

这就不难理解搜农坊为何
放弃在宝妈中发展团长，转向快
递驿站了。

2018年，长沙本土的社区团
购品牌搜农坊和中通快递合作，在
中通快递的驿站设立搜农坊提货
点，目前发展团长1500多人。

徐雯说，宝妈的稳定性不高，

没有门店；搜农坊未来规划，是发展稳
定的团长队伍，提供优质服务。

苏宁小店则让团长拥有更强的
“开团权”。

苏宁小店长沙中央美郡店店长
熊小甫，每天除了发布平台活动商品
外，还会根据附近居民的需求，主动从
苏宁易购上找商品和服务“开团”。

“夏天来了，亲们需要空调清洗
服务吗？可以安排起来。”4 月 22
日，熊小甫在群里发出询问，回应热
烈，第二天，她“开团”空调清洗服
务，一天便有9人下单。

湖南苏宁小店线上运营负责人
杨璐说，依托苏宁易购、家乐福的全
业态供货模式，苏宁小店的社区团
购不仅限于小程序内的商品，所有
苏宁易购上的商品均可成团。

4月24日晚10时半，小步优鲜负
责人何苗才走出办公室。连日来，他
不断跟团队开会讨论业务，称自己“压
力山大”。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之后，社区
团购要维持热度，降本增效，必须进行
智能化转型。

“社区团购看似门槛低，其实需要
强大的技术支撑。”何苗说，购物渠道
多样化之后，小步优鲜依然每周 2 次
优化小程序使用体验，并打算在 6 月
完成小程序的全面更新迭代，让消费
者在小步优鲜下单时更加省心。

“步步高入局社区团购，‘高开高
走’，受关注度高。”何苗自信地表示，

“步步高智能化的物流配送和供应链
体系，是小步优鲜后续稳步发展的有
力支撑。”

被业内人士称为社区团购“老大”
的兴盛优选，也在改善物流配送方面
不断发力。

在长沙望城区高星物流园，兴盛
优选在疫情期间新建的五大分拣仓
内，整齐堆积着消费者通过平台下单
的蔬果、日用品等商品，一辆辆货车有
序驶出，将数百万份生活物资订单运
往长沙及周边地区的配送点。

“线路规划、满载率、发车时间、到
达时间……各个环节都由后台严格把
控，降低物流成本。”兴盛优选公关中
心总经理李浩介绍，为提高效率，研发
团队今年还研发出拣货 App，省去纸
质分拣单分析、打印、分发的过程，将
仓库的分拣效率提升了3倍。

“疫情让更多消费者接受了社区
团购的购物习惯，我们要通过大数据，
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降本增效。”李
浩介绍，目前，兴盛优选日均订单依然
在稳步上涨，日均订单突破700万单，
活跃用户数千万。

据了解，兴盛优选有20多万家门
店，覆盖全国13个省、直辖市和4000
多个地县级城市和乡镇，为加强管理，
公司正在进行智能化转型，在长沙和
深圳设立了 2 个信息研发中心，技术
团队多达300人。

“社区团购，本质上是一种分享
经济。”湖南苏宁小店线上运营负责
人杨璐认为，社区团长一般是邻里熟
人，提供售前、售后服务十分方便，也
解决了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通过熟人关系网络，在线上线下
获客，成本低廉，又具人情味，弥补了
传统电商的不足。

杨璐十分看好社区团购的市
场。她表示，目前长沙有 27 家苏宁
小店，今年视情况预计将扩充到100
家，社区团购业务的规模也将随之成
倍增长。

杨璐说：“社区团购的业务采取
预售模式，不影响消费者即时购买的
行为，因此还能带动苏宁小店线下的
销售。”

十荟团的数据也显示，30%到店
自提的用户会在店里进行其他购买
行为，社区线下店和社区团购模式正
在形成一个融合共生的关系。

长沙荷花池社区一家兴盛优选
店团长告诉记者，一开始他很抵触社
区团购：“这不是跟自己门店抢生意
吗？”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经营了几个
月后，他发现，团购的佣金不仅能抵
店面租金，来提货的人多了，顺便买
瓶水买点零食，店里销售额反倒提升
了不少。

长沙零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易
礼钧对社区团购平台的发展也持乐
观态度。

易礼钧说：“社区团购2016年最
先在长沙发轫；2018年，资本蜂拥而
至，经过2019年下半年的一轮‘洗牌’，
再加上疫情的催生，未来 3 年，社区
团购将进入稳步加速发展期。”

据他观察，长沙目前有大小几十
家社区团购平台，兴盛优选、十荟团、
美家买菜、考拉精选等，是消费者使

用频率最高的几大社区团购平台。
“老牌社区团购平台地位越来越

稳固，加上互联网巨头和大型商超的
加入，社区团购的大格局已定。”但易
礼钧认为，社区团购平台仍可在广度
和深度上寻找“赛道”空间。

易礼钧说，长沙的社区团购，在
创业团队数量、订单量、站点数量、模
式成熟度等方面均在全国遥遥领先，

“头部”社区团购电商，可以布局全
国，找寻更广阔的市场，长沙也将成
为各初创社区团购平台良好的“试验
田”。

“小型社区团购平台，可以挖掘
深度，在垂直领域占领一席之地。”易
礼钧打了个比方，“就像在淘宝之后，
依然可以出现京东和唯品会一样。”

搜农坊是这一理念的积极践行
者。4月23日，搜农坊的团队正在选
品，从全省二十几种蒿子粑粑中选出
味道最好的一款上架售卖。副总经
理徐雯边试吃边跟记者强调，搜农坊
要做一家“小而美”的社区团购平台。

“我们不想成为第二家‘兴盛优
选’，而是有所取舍，只在优质‘土特
产’上发力。”徐雯说，搜农坊从2014
年开始专注卖农特产品，这是公司最
擅长的事。

“苦练‘内功’是王道。”龙达果业
老板王亚龙的档口上，挂着“湖南首
家社区团购供应链”的横幅。几年
来，王亚龙和无数社区团购平台合
作，见证着我省社区团购市场的浮
沉。

王亚龙说：“优质的商品和供应
链，高效的运营管理，想要站稳脚跟，
两者缺一不可。”

“人才是发展的永恒动力。”小步
优鲜负责人何苗认为，这恐怕是目前
社区团购最急需的资源。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疫情之下，社区团购火了。
“团长”拉一个微信群，发送商

品链接；消费者通过微信小程序，当
天下单，次日提货，生鲜、日用品甚
至绿植花卉都能买到。这种社区团

购的模式，成为买菜的潮流。
一时之间，便利店老板、水果店店

主、物业保安、宝妈们……不少人摇身
一变，成了社区团购的团长，各社区团
购平台也收获了亮眼的业绩。

眼下，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社区团购这把火还能烧多久？

——“现在给社区团购的水果供应量，只有疫情
初期的不到一半”

从“火”到下滑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我们对团长越好，团长对平台的
‘忠诚度’也就越高”

“拉拢”团长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社区团购
看似门槛低，其实需要
强大的技术支撑”

智能化转型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未来3年，社区团购将进入稳步加速
发展期”

加快布局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3月27日，兴盛优选长沙望城中心仓库。 刘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