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實習記者強薇南京十五日電】面對京東商城老
總的高調 「宣戰」，蘇寧易購執行副總裁李斌表示，價
格競爭是市場競爭永恆的主題，暗示蘇寧將把價格戰進
行到底。

國美：資金足 冀打持久戰
在 「8．15」電商減價戰當日，媒體曾傳出李斌宣布

，蘇寧此次的打折季結束之後，即使京東繼續打價格戰
，蘇寧易購也不會繼續跟進優惠促銷活動。但其後李斌
在個人微博上正式闢謠說： 「價格競爭是市場競爭永恆
的主題，蘇寧易購始終堅持薄利多銷的原則和既定的營

銷節奏。」並開玩笑說自己是被黑了。
蘇寧易購市場管理中心常務副總監閔涓清亦表示：

「蘇寧的促銷力度沒有最大只有更大！」閔涓清還表示
，今年下半年蘇寧將繼續貫徹E18促銷模式，即在每月的
十八日前後發起大力度的促銷活動，並預告在十一月十
一日這樣的網購高峰推出更大幅度的優惠。

截至十五日下午六時，來自蘇寧易購統計的數據顯
示，蘇寧易購網站訪客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近10倍，PV
數（即瀏覽量）增長了12倍，整體銷售規模也同比增長
了 10 倍。而截至中午，京東商城大家電銷售額突破 2 億
元。蘇寧還宣布稱，將於本周五在全國 1700 家門店同步

啟動「大惠戰」，約戰京東商城掀起的大家電促銷戰役。
至於另一邊廂的國美，其副總裁何陽青當日也表示

，從十五日九時起，國美電器網上商城全商品價格將比
京東商城低5%。從本周五（十七日）開始，為方便不同消
費群體購買，國美1700多家門店將保持線上線下一個價。

何陽青明確參加價格戰不是被動應戰，而是下半年
以來的既定戰略──就是要完成線上線下的價格統一。

對於此前國美出席旗下地產項目目的是為電商 「輸
血」的說法，何陽青強調，國美的資金實力足以應付此
次大戰，國美也希望這是一場持久戰，因為這是考驗一
個企業和一個老闆誠信的時候，希望不要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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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寧：把價格戰進行到底

一場激烈的內地電商（即電子商
務）價格大戰昨日上午九點正式拉開
帷幕。京東商城創始人劉強東在京正
式向蘇寧下戰書，並強調 「京東大家
電三年內零毛利」 。蘇寧易購回應表
示，價格競爭是市場競爭永恆的主題
，暗示將把價格戰進行到底。而國美
也毫不示弱，稱自身資金實力足以應付此次
大戰，希望這是一場持久戰。此外，當當、
騰訊的易訊等網購電商皆表示奉陪到底。

本報記者 李理 強薇

劉強東於周二晚在微博中寫道： 「剛剛和各位股東
開完會，今日資本、雄牛資本、KPCB、紅杉、老虎基
金、DST 等幾個主要股東全部參加了！大家都知道打
蘇寧的事情。我說這場戰爭是要消耗很多現金的，你們
什麼態度？一個股東說：我們除了有錢什麼都沒有！你
就放心打吧，往死裡打！」

劉強東：獲股東全力支持
在昨日上午召開的媒體溝通會上，劉強東正式向蘇

寧下戰書。劉強東明言這次發起的價格戰針對的是蘇寧
一家，要達到的效果是將蘇寧的線下（即實體店）毛利
率從25%，打到10%以下。他稱，京東商城還未上市是
這次價格戰的優勢之一，若價格戰三個月內不能結束，
京東的IPO計劃將推遲一年。

為何只針對蘇寧，劉強東表示，原來預計是第四季
度才開始打價格戰， 「這次是被動出招，被對手搞毛了
」。他曾在微博中稱，對手動用地方政府關係來 「搞」
京東商城。另外，有分析指出，價格戰突然提前也是一
種 「巧合」。蘇寧十三日晚發布擬發債不超過 80 億元
（人民幣，下同）的通告，被劉強東認為是 「可能再沒
有比這個更好時機」。因為蘇寧這新一輪的巨額融資行
動，勢必掀起新一輪的波瀾，選擇在這一時機提前發動
價格戰，正是要打對手個措手不及。

至於為何選擇大家電作為和蘇寧拚殺的主戰場，劉
強東解釋說，選擇大家電是因為大家電是國美、蘇寧的
命根，是賺錢最多的品類。 「把大家電打了，他們的競
爭力大為下降。」據他透露，京東大家電毛利5%，而
蘇寧大家電毛利率高達25%，有足夠的價格戰空間。與
此同時，大家電品類只佔京東全部品類不足1%。

各大網購電商紛紛加入
劉強東以 「這是京東最後一戰」來形容本次價格戰

。他表示： 「現在不管誰出來過問，除非政府出面，否
則我們誰都不聽。」截至目前，京東帳面上擁有逾 87
億元淨現金。昨日上午十時二十分左右，他再度發布微
博聲稱： 「京東大家電三年內零毛利！如果三年內，任
何採銷人員在大家電加上哪怕一元的毛利，都將立即遭
到辭退！從今天起，京東所有大家電保證比國美、蘇寧
連鎖店便宜至少10%以上！」

據悉，國美庫巴、當當、中國圖書網、易訊等網購
電商全都加入了這場價格戰中，各個都標榜要做到價格
最低。

此外，昨日還有消息稱，海爾電器將停止與京東合
作。不過，昨日下午海爾電器新聞處對此予以否認。對
此，劉強東沒有正面回應，稱太細的事情管不了。但他
透露，此次價格戰有三分之一的供應商反對，三分之二
的支持。

對於昨日戰況，有部分消費者總結認為：各家電商
的確有部分產品價格下調，但是下調幅度實在有限。可
謂 「雷聲大，雨點小。」

資料顯示，蘇寧與京東的 「對峙」早已有跡可尋。
早在今年四月，由傳統家電零售轉型電子商務的蘇寧易
購就已針對京東展開了價格攻勢。六月十八日，京東商
城店慶之日，蘇寧、當當、易訊、庫巴等一眾電商展開
對京東的圍剿，電商之間的戰火也愈演愈烈。

國美騰訊等皆稱奉陪到底國美騰訊等皆稱奉陪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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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店稍顯冷清

電商減價戰揭開戰幔，十五日蘇寧電器（002024）
和國美電器（00493）股價早段被打得落花流水。午後
蘇寧意外發放第二大股東增持公司股份公告，股價反彈
至漲停，收市升 10.03%報 6.47 元人民幣。反觀國美，
午後股價雖較上午有所回升，惟收市仍跌6.94%報0.67
港元。

前日大跌7.11%的蘇寧十五日跌勢未止，早盤最多
跌5.27%至5.57元人民幣，午間收盤跌3.4%報5.68元人

民幣。但午間突發出公告稱，收到公司第二大股東蘇寧
電器集團的通知，基於對公司發展前景的強烈信心，計
劃在未來的三個月內，對公司股票進行增持，增持總金
額合計不超過 10 億元人民幣，蘇寧股價反彈至漲停，
收市較上日升10.03%。

國美當日早段股價最多跌11.11%，半日跌9.72%報
0.65港元；收市報0.67港元，跌6.94%，這已是國美連
續第四個交易日下跌。

股東增持蘇寧漲停 國美挫7%

網友評論
●價格戰，商家玩噱頭而已，萬萬不可上當！
●原價一千，現價一千五，然後大出血讓利百分
之十，老兄你的策略很好，但還得有誰再相信才
行！
●噱頭，純粹噱頭，大家電買了不是吃的，要用的
，售後是最重要的，售後做不上去光價格便宜有
什麼用？
●親身經歷過蘇寧易購的 「太極拳」 ，服務不行，
京東上投訴也不少。無論哪家，售後服務都應該
重視！
●電商競爭場面火爆，結果要看實力，拭目以待！
從歷史品質來看，看好京東。無論怎樣爭吵，有
一個結局是肯定的：電商將迅速發展，傳統商業
份額將下降；對應的，傳統的營銷模式要轉變。

【本報實習記者俞宛岑上海十五日電】「8．15
」電商減價戰當日，記者特意走訪蘇寧、國美在
上海的部分門店。結果發現實體店多未對此作出
針對性部署，到訪店內很多消費者甚至表示不知
此事。周三下午六點一刻，記者來到位於浦建路
上的國美電器，走進店內，或許是吃飯時間，這
裡顯得比較冷清，收銀台那也只有寥寥數人，店
內營業員紛紛表示知道今日京東價格戰之事，不
過他們店裡並未採取比如大降價等措施，甚至還
有不少營業員笑稱，對於今日之戰，就像看戲一
樣。而此時在收銀台付錢的幾位顧客均說聽到剛
才談話才知道價格戰這事，但表示「回家看看。」

來到一路之隔的蘇寧浦東店，較之於國美，
稍顯得人多一些，其中華碩專櫃前，三個年輕女
性結伴挑選電腦，當記者提及京東價格戰，只有
其中一人表示知道，不過她仍稱： 「電腦這種大
件，還是在實體店買放心，寧可貴點，但至少質
量有保障。」該店一位銷售員也立刻表示： 「我
們實體店是不參與任何網購的活動的。」他進一
步表示： 「京東網本來就喜歡噱頭，誰知道這次
是不是。」當記者拿出相機，其立刻制止， 「今
天像你這樣的記者來太多了，都說了我們實體店
是不參與本次價格戰的。」然後逕直走開。另有
媒體稱，蘇寧、國美位於北京北太平莊附近的實
體店，朝陽區十里堡以及雙井附近的蘇寧連鎖店
，皆顯得有些門庭冷落，而工作人員也均表示近
期沒有大規模降價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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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銷售模式原來是不欠款，或者欠
款時間要短；而現在線上的模式已經
越來越多地像線下一樣，要求供應商
給他欠款，對行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本輪的 「價格戰」 看不出是為消費者
提供多樣性的產品和更好的服務，只
是一味壓低價格，實現企業自己 「圈
客戶」 的目的
對消費者來說，表面上是在品低價盛
宴，但實際上消費者在頻繁的價格戰
中，提前預支了消費需求，也會造成
下半年電器銷售後勁不足，不利於行
業可持續發展
中國電器行業最可怕的競爭開始了，
如果京東真的能撐三年，三年之後，
將是中國電器告別廉價時代，消費者
將為京東的瘋狂買單

劉強東火辣言論
●剛剛和各位股東開完會，今日資本、雄牛資本、KPCB、紅杉、老虎基金、DST等幾個主要股東全
部參加了！大家都知道打蘇寧的事情。我說這場戰爭是要消耗很多現金的，你們什麼態度？一個股東
說：我們除了有錢什麼都沒有！你就放心打吧，往死裡打！

●京東大家電三年內零毛利！如果三年內，任何採銷人員在大家電加上哪怕一元的毛利，都將立即遭
到辭退！從今天起，京東所有大家電保證比國美、蘇寧連鎖店便宜至少10%以上
●即日起，京東在全國招收5000名美蘇價格情報員，每店派駐2名。歡迎離退休人員報名，月薪不低
於3000元。
●蘇寧大家電毛利率高達25%，也就是你去蘇寧店裡購買一台5000元左右的冰箱，蘇寧要賺你1250
元！而京東只加150元就可以賣！
●國美蘇寧如今手機已經不賺錢的，唯一掙錢的就是大家電了，今天我們要打的就是大家電，打到他
們關停門店。蘇寧關門之日，就是京東掙錢之時
●京東商城所有大家電價格都比蘇寧線上線下便宜！並且無底線的便宜，如果蘇寧敢賣1元，哪京東
的價格一定是0元！
●（對蘇寧股價下挫）對比Bestbuy的市值，蘇寧離1.27元的合理股價還早着呢！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五日電】大家電渠道模
式歷經百貨商場、傳統賣場，現在已發展到電子商
務時代。渠道模式變革的主要特徵，是渠道長度越
來越短，庫存周轉效率越來越高，成本越來越低。
此次京東掀起的價格戰，分析稱價格戰仍會持續，
但關注對行業、參與者和消費者可能構成的潛在影
響。

中國電子商會副秘書長陸刃波稱，劉強東發起
價格戰其實是無奈之舉，是寄望通過發動弱勢產品
的價格戰變強勢，最終提高市場份額，京東價格戰
已達到打擊傳統家電線下實體店的目的。不過，劉
強東部分誇張的言行損害了個人信譽。復旦大學經
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也警告，一旦庫存去完後經營
成本下不來，最終就會影響到產品和服務的質量，
惡性競爭必然損害品牌形象。

陸刃波稱，短期內價格戰並不會改變市場格局
，但從長期看，傳統線下家電賣場市場份額將不斷

被蠶食，電商日後一旦瞄準時機，仍會發動價格戰。
易觀國際電商分析師陳壽送表示，對消費者來

說，從表面看是在享受一場低價盛宴，但實際上促
銷力度遠遠不會達到消費者預期，導致成交量也不
會很高。與此同時，消費者在頻繁價格戰中提前預
支了消費需求，造成下半年的價格戰效果會持續下
降，不利於行業可持續發展。

內地經濟評論員馬光遠認為，中國電器行業最
可怕的競爭開始，如果京東真的能戰勝蘇寧，換來
的將是中國電器告別廉價時代。消費者將為京東的
瘋狂買單。

易凱資本有限公司 CEO 王冉也呼籲，各大零
售商流血殺價、瘋狂優惠消費者的階段早點結束。
因為長期看會消滅競爭而不是促進競爭，而任何消
滅競爭的可能都是消費者應該警惕的。電商價格目
前還沒有低於成本，價格主管部門沒有理由出手干
預。

專家：潛在負面影響須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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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經濟之聲昨日引述內地相關
監管部門表示，京東和蘇寧還不屬於惡性競爭，不會
採取什麼行動和措施。另有消息稱，國家商務部將在
今天新聞例會中針對京東和蘇寧價格戰表態。

監管部門指出，按照國家的規定，惡性競爭需滿
足兩個條件：一是在市場上具有壟斷支配地位，京東
和蘇寧無論怎樣競爭，都達不到壟斷支配地位；二是
低成本傾銷。據監管部門觀察，京東和蘇寧的網店成
本比實體店低得多，仍然有利可圖，根本不是低成本

傾銷。
監管部門表示，他們也在關注這場價格戰，但並

不會採取什麼行動和措施。對老百姓有利，是好事。
另有分析稱，電商價格目前還沒有低於成本，價格主
管部門沒有理由出手干預。

不過，北京市律協消費者權益法律專業委員會主
任葛友山指出，如果市場出現價格、供需大幅波動，
或出現低於行業平均成本的情況，價格主管部門就需
要介入調查、糾正。

監管部門：競爭並不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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