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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美国电商部门今年亏损或超 10亿美元

从买买买到卖卖卖 沃尔玛电商之路在何方
编译 年双渡

这回， 沃尔玛似乎真的玩砸
了。

据美国在线媒体集团 Vox
Media 旗下网站 Recode 报道，这个
全球最大零售商正在试图部分出
售甚至清洗过去三年收购的外部
电商，以减少在线业务部门的亏损。

过去三年，为了对抗来自亚马

逊的竞争，沃尔玛一直激进地收购
外部电商， 投入高达数十亿美元。
那时， 巴克莱银行股票分析师凯
伦·肖特就说：“沃尔玛正在快速迈
向濒临死亡的方向，他们终于意识
到需要做出一些激进的改变，他们
或许有机会把客户吸引回来，但最
好确保自己不要搞砸了。 ”

而今，沃尔玛做出的激进改变
似乎被凯伦·肖特说中了。

Recode 援引多位人士的消息
称，沃尔玛电商业务首席执行官马
克·劳尔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
力，因为沃尔玛国际业务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董明伦希望减少在线业
务的亏损。

根据沃尔玛的财报，今年一季
度营收为 123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净利润为 38.42 亿美元，较去
年同期的 21.34 亿美元增长了
80%。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电商销
售额增长了 37%， 这比去年同期
33%的在线销售增长率表现得更为
出色，但较假日季 43%的增速有所
放缓。 不过，沃尔玛的电商业务虽
然保持了同比增长，但却没有给它
带来盈利回报。 据美媒报道，沃尔
玛目前预计其美国电商部门今年
的销售额将在 210 亿美元至 220
亿美元之间， 但亏损或将超过 10
亿美元。

显然，这是与亚马逊在电子商
务领域竞争的代价。

另据 Recode 报道，沃尔玛内部
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指
责沃尔玛不愿在电子商务上继续
投入，过于短视。 沃尔玛全球 CEO
道格·麦克米伦和董事会对此显然

也很不满意。 多位消息人士对
Recode 表示， 沃尔玛对电商业务
负责人劳尔和他的在线业务施加
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削减亏
损， 卖掉一些收购的网络零售品
牌。

据路透社报道，6 月份，沃尔玛
就宣布对其 2016 年斥资 33 亿美
元收购的创业公司 Jet.com 进行彻
底改革，因为 Jet.com 未能实现这家
全球最大零售商在电子商务领域
的扩张目标。 沃尔玛表示，其将把
Jet.com 的零售、技术、营销、分析和
产品团队与自己的在线业务整合
到一起。 据悉，Jet.com 总裁西蒙·贝
尔沙姆将于 8月初离职。

此外，沃尔玛近几个月来一直
在讨论是否要卖掉男装电商品牌
Bonobos 和 女 装 电 商 品 牌 Mod－
cloth。据消息人士透露，沃尔玛已经
和潜在买家开始谈判，很可能会以
较低价格出售 ModCloth。

沃尔玛在 2017 年先后以 3.1
亿美元和 5000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
了 Bonobos 和 Modcloth。 但遗憾的
是， 两年以来 Bonobos 和 Modcloth
均未能盈利。 亏损的不仅是这两个
品牌，沃尔玛最近以 1 亿美元收购

的大码女装电商品牌 Eloquii 也处
于亏损状态。 据悉，沃尔玛至少在
明年内都不会再收购电子商务品牌
了。 有报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
说：“除非有一个难以置信的收购机
会———即这个机会太好了，不容错
过”，否则，沃尔玛不会再出手收购
电子商务品牌。

当初沃尔玛收购上述品牌的原
因是，这些交易将为沃尔玛及其线
上商店提供普通消费者在竞争对手
亚马逊那里找不到的独家商品。 此
举甚至可能会吸引到沃尔玛一直专
注的千禧一代。

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劳尔和沃
尔玛美国公司负责实体店业务的首
席执行官雷格·弗兰之间的关系越
来越紧张。 报道称，弗兰希望沃尔
玛将更多资源用于降低商品价格，
而不是打造电商品牌。 实际上，沃
尔玛的在线杂货业务也更依赖于实
体超市门店。

这一切都让人怀疑，沃尔玛的
电子商务之路还能走多远？

电商业务或巨额亏损

维珍银河欲年内上市
商业太空旅行引关注

随着太空飞行研究和实验工作
的不断推进， 商业太空旅行已经离
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近。

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
创办的维珍银河公司 7 月 9 日宣
布，该公司计划年内上市，将成为全
球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公开上市的商
业载人航天公司。 这不仅让全球的
太空迷大为振奋， 也在资本市场引
起了很大的关注。

维珍银河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消
息称，将与收购类投资公司“社会资
本—赫多索菲亚 ”（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合并，后者计划向维珍
银河投资约 8 亿美元， 获得该公司
最高约 49%的股份。 其中，“社会资
本—赫多索菲亚” 首席执行官查马
思·帕利哈皮蒂亚个人向维珍银河
投资了 1 亿美元， 将担任合并后新
公司的总裁。

以收购外部公司并将其上市为
目标的投资企业“社会资本—赫多
索菲亚”于 2017 年 9 月在纽交所上
市。按照规定，它需要在两年内将募
得资金用在收购企业并协助其上市
上。 随着两年期限的临近，“社会资
本—赫多索菲亚” 最终选择维珍银
河作为投资标的。 作为交易的一部
分，维珍银河需要在今年挂牌上市。

据悉， 维珍银河上市的初始企
业价值约为 15 亿美元， 等于 2023
年预期收入的 2.5 倍估值， 以及
2023年预期 EBITDA(税息折旧及摊
销前利润)的 5.5 倍。查马思·帕利哈
皮蒂亚预计维珍银河将于 2021 年
年中开始盈利。美银美林 2018年报
告预测， 太空行业在未来 30 年内，
市场价值最少能达到 2.7 万亿美
元。

《财富》杂志称，维珍银河希望
通过上市获得足够的资本， 与亚马
逊 CEO 杰夫·贝佐斯的蓝色起源以
及特斯拉 CEO 伊隆·马斯克的太空
探索公司进行竞争。

布兰森创立的维珍集团涉及航
空、消费产品等多个领域。 2004年，
布兰森创办维珍银河公司， 旨在为
客户提供太空旅行服务。 维珍银河
已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商业太空
发射执照， 是全球最早一批致力于
商业太空旅行研究的私人公司。

维珍银河目前主推的太空旅行
是时长约为 90 分钟的“宇宙飞船二
号”太空旅行，单张票价高达 25 万
美元。虽然价格不菲，但已有不少人
早早支付了定金， 并为手中的这张
船票足足等了 15年。这其中包括英
国亿万富翁、 维珍银河创始人理查
德·布兰森。布兰森计划成为第一个
登上太空的非机组成员。 此外还有
600 多位明星预定， 维珍航空目前
总计收到的定金已经达到 8400 万
美元，潜在收入为 1.2亿美元。

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
布兰森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表示：“对于太空业来说，这
是一个极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投资
界也开始对其感兴趣。 ”同时，他还
强调能开启这一新篇章， 对维珍银
河来说意味着他们不仅开拓出了更
多的投资空间， 也为旅客打开了前
往太空之门。

CNBC 则认为，“尽管形势看起
来不错， 不过维珍银河的太空旅游
计划仍有一些变数。此前，维珍银河
在 2014 年的一次试飞中曾发生一
死一伤的重大事故， 导致项目推进
放缓。而按照计划，布兰森本人早该
在今年 4 月就进入太空了。显然，维
珍银河将在游客真正升空前先在资
本市场‘升空’。 而对于其前景，还需
谨慎观望。 ”

据统计， 自 2004 年成立以来，
维珍银河共融资超 10 亿美元，但绝
大部分来自创始人布兰森。 沙特主
权财富基金 PIF 曾于 2017 年宣布
向该公司投资 10 亿美元的计划，但
一年后发生的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
却令谈判停止。 （荻凡妮）

＞＞＞

2016 年 8 月，为了应对亚马逊
的竞争，沃尔玛以 33亿美元的巨资
收购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电商 Jet.
com。当时，Jet.com 只成立了 15 个
月，还没有实现盈利。 沃尔玛收购
的终极目标，是能让该网站的创始
人和 CEO 马克·劳尔为他们服
务。

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劳尔
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口才非常好，
状况于说服别人。 在公司账户的余
额连四周时间都撑不过时，劳尔以
一己之力融到了 5 亿美元投资。 被
沃尔玛收购之后，劳尔带领他的管
理团队负责管理沃尔玛美国境内全
部电子商务的运作，同时还管理着
超过 15000 名员工。 当时沃尔玛为
劳尔开出的年薪是 2.44 亿美元，这
个数字是董明伦年薪的十倍。

劳尔上任后开始了一系列大刀
阔斧的改革：

第一，满额免配送费。 在此之
前，沃尔玛的电商业务是模仿亚马
逊的会员制度，只有付费会员才可
以享受免配送费的服务。 但劳尔废
除了会员制度，规定只要购买超过

35 美元的商品，就可享免费且两天
内送达的送货服务。 为了能追上亚
马逊，今年 4月，在亚马逊宣布将向
所有的包邮会员提供次日达服务
（之前为两日达）之后，沃尔玛就宣
布推出免费次日达服务，并将在今
年年底前覆盖 3/4的美国消费者。

第二，大规模收购。 劳尔大量
收购了中等规模的电子商务初创企
业，这些企业在线上销售不同的产
品。 劳尔沿用了自己与沃尔玛的合
作方法，不仅收购公司，还聘请公司
的创始人及管理团队继续管理被收
购的公司。 在大张旗鼓的收购行动
中，沃尔玛去年斥资几十亿美元收
购印度最大电商网站 Flipkart 堪称
大手笔。 不过最近有消息称，Flip－
kart 拟在几年内上市， 而沃尔玛将
通过上市转让部分股权。

第三，利用成本优势。 沃尔玛
要在电商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靠
的是遍布美国全境的大型物流配送
中心。 沃尔玛通过几十年的努力，
才确保自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以
最低的成本把货物送到美国的任何
一个地方。 但在电子商务时代，沃

尔玛原有的物流系统显然已经无法
满足需要———目前， 亚马逊在美国
有 110个配送中心， 而沃尔玛大概
只有 20个。

据 Recode 报道， 马克·劳尔正
在积极向管理层和董事会介绍这样
一个理念： 如果沃尔玛想要与亚马
逊的送货服务展开激烈竞争， 那么
它每年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新
型仓库和物流设施。 但董事会基本
上已经拒绝了劳尔提出的大举增加
仓储、物流设施投入的请求，部分原
因是这些投资将使沃尔玛的电商业
务在未来几年陷入更严重的亏损状
态。 这是沃尔玛以及华尔街都无法
接受的。

目前来看， 沃尔玛为了应对亚
马逊的竞争， 在电商领域的布局还
是很积极的。 而在错过了最佳的布
局时机之后， 沃尔玛则推出了买买
买的策略， 只是高额投入并未让沃
尔玛在电商业务中获得很强的竞争
力。 沃尔玛投入 33 亿美元对 Jet .
com 的巨额收购以及对劳尔的大
胆起用， 现在似乎已经看出了结
果。

改革之后留下了什么
＞＞＞

《彭博商业周刊》认为，沃尔玛
最大的问题就是瞻前顾后、 自缚手
脚。最初，由于沃尔玛的决策者大大
低估了电子商务带来的巨大商机，
错失了先机；随后，在意识到自己的
决策失误之后，又变得贪婪无度，不
加取舍地见什么买什么。

长期以来， 沃尔玛一直坚持自
己的经营策略， 这也是它成为国际
实体零售巨头的制胜法宝。 这样的
策略， 也被运用到了它的电子商务
业务中。与亚马逊相比，二者有着很
大不同。

在价格方面， 沃尔玛一直奉行
的是“天天低价”的策略。 沃尔玛的
管理层曾担心， 如果线上商城的价
格低于实体店的价格， 那么线上商
城会分流自己线下店铺的客流量。
而竞争对手亚马逊则是通过算法来
进行商品定价，其目的只有一个，就
是要给顾客提供最低的价格。

在盈利性方面， 沃尔玛电商的
很多负责人都要承担盈利的压力，
因为这是对他们工作的评判标准。
而对于亚马逊 CEO 贝佐斯而言，
他一直在乎的只是是否更多地拥有
市场份额， 而不是有没有为投资者
带来利润。

在对待第三方卖家的态度方
面，亚马逊和沃尔玛也截然不同。很
早的时候亚马逊就有自营商品，也
有第三方卖家， 但亚马逊并不在乎
二者之间的竞争， 它的策略是只要
能把用户吸引过来就好。 而沃尔玛
作为老牌零售巨头， 已经习惯了自
己的主导地位， 不愿意在线上引入
第三方卖家与自己竞争。 沃尔玛的
在线零售网站 Walmart.com 上线于
2009 年，其对入驻的第三方卖家的
要求在 2016年后才逐渐放松。截至
今年 1月， 沃尔玛电商平台有超过
4000 万款产品，但亚马逊上的产品
则已超过 3亿款。

虽然沃尔玛在产品种类上有一
定的竞争优势， 但电商考验的是全
品类商品的竞争力， 在这方面沃尔
玛还是与亚马逊存在不小的差距。

总之， 沃尔玛在电商领域的状
况，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拉德·
斯通的话来说就是：屡战屡败，屡败
屡战。

早在 2000年，沃尔玛就把线上
商城和线下实体店分拆开来， 成立
了独立的电商公司。 但结果却是电
商的销售情况十分惨淡， 全年只有
2500 万美元营业额。 雪上加霜的
是， 由于对服装类产品销售的错误
估计， 导致服装等品类库存大量积
压，库存价值达到 1 亿美元，是其营
业额的四倍。

沃尔玛这些年一直在电商领域
不断尝试，但多数都不太成功。相对
成功的，是 2012年沃尔玛请来了在
线新闻网络 Cnet 的前 CEO 尼尔·
阿什， 负责沃尔玛的全球互联网运
营。尼尔·阿什首先重建了沃尔玛的
电商网站， 同时还引入了智能手机
应用， 并在全美建立了六个拥有先
进设备的大型物流配送中心， 这些
中心使沃尔玛在物流配送上有着巨
大优势。

沃尔玛在电商领域的尝试也不
是完全没有成效，但和亚马逊比，成
长的速度仍然不够快。

根据全球市场调研机构 eMar－
keter 的最新数据，预计亚马逊今年
的销售额将占到美国在线商务总销
售额的 37.7%。 在今年一季度，亚马
逊的产品和服务净销售额就达到
59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7%。 从市
场份额与营收能力来看， 亚马逊在
电商领域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实
力。相比之下，沃尔玛电商今年的销
售额仅占美国在线商务总销售额的
4.7%。

虽然电子商务业务只占沃尔玛
整体美国业务的 5%，但美国的电子
商务市场正成为一个“赢家通吃”的
地方。

不过，沃尔玛也有自己的优势。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指出， 美国消费
者仍然非常青睐实体店，85%的交
易仍在实体店进行。 从研究机构
Techcrunch 提供的数据来看， 沃尔
玛在 90%的美国消费者居所附近五
英里内都建立了连锁门店， 这意味
着其拥有巨大的便捷性， 消费者开
车 30 分钟左右就能到达门店。

在沃尔玛收购 Jet 网站时，劳
尔同意留任 5 年， 直到 2021 年秋
季， 但留给沃尔玛和劳尔的时间已
经不多了。

比亚马逊差了什么
＞＞＞

近几年， 利用虚假合成身份进
行金融诈骗的行为在美国日益猖
獗， 犯罪分子利用虚假身份申请信
用卡、骗取银行贷款非法敛财，对社
会造成了重大损失。 诈骗犯“幽灵”
般的存在让金融机构和执法部门十
分头疼。

美联储日前发布《美国支付系
统中的合成身份诈骗》白皮书，对这
一新型身份盗窃形式和金融诈骗手
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提醒个
人、金融机构、政府机构提高警惕，
呼吁利益相关方共同合作。

与传统身份造假不同， 合成身

份将真实合法的个人信息片段和虚
构的或经过篡改的信息相结合，创
建了一个难以追踪的全新身份。 由
于存在合法部分， 因此合成身份难
以在支付过程中被识别。 犯罪分子
利用这一“幽灵身份” 积累信用积
分， 并在到达一定程度后通过赊购
超过支付能力的商品或服务达到诈
骗的目的。

白皮书指出， 美国身份识别以
及信贷过程存在较大漏洞是合成身
份支付诈骗日益猖獗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 美国身份识别在很大程度
上依赖静态的个人身份信息， 包括

每一名公民自出生起被政府随机分
配的社会安全号码（SSN）等。 有数
据估算，近 40%的合成身份使用了
随机 SSN。

SSN 代表个人并跟随其一生，
记录其信用、 医疗、 社会福利等信
息， 一旦被犯罪分子盗用并借此实
施非法行为， 受害者很难重建信用
档案， 更改信息也需要耗费较大的
时间和经济成本。 同时，姓名、地址
等个人信息曝光率在数字时代也大
大增加。 据统计，2017 年至 2018
年，美国有超过 4.46 亿条个人信息
记录因数据泄露而被曝光。 加上社

交媒体等平台过度分享个人信息等
风险行为， 个人信息曝光数量和频
率大大增加， 非常容易被犯罪分子
利用并创建合成身份。

另一方面， 美国信贷程序存在
漏洞， 使得犯罪分子有可能建立合
成身份。 白皮书指出，在美国，当犯
罪分子使用新的合成身份向金融机
构申请贷款时， 虽然金融机构通常
会以无信用记录为由拒绝贷款申
请， 但信用机构往往会为这一新的
申请人自动创建一个全新的信用档
案， 这一信用档案则成为合成身份
存在的所谓“证据”。 当犯罪分子向

不同的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并最
终获得批准后， 信用机构将认定这
一身份合法有效。 犯罪分子正是利
用这一漏洞为合成身份建立了信用
记录， 在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
里积累信用额度。 随着信用评分的
提高， 犯罪分子可以获得更长的信
用延期直至宣告“破产”并消失，最
终达到诈骗的目的。

白皮书指出， 利用合成身份实
施犯罪行为的大部分成本往往会由
金融机构承担。 数据显示，2016 年
美国各银行因合成身份诈骗损失了
60亿美元。 （许 缘）

美联储：利用合成身份金融诈骗行为日益猖獗

据美媒报道，沃
尔玛目前预计其美国
电商部门今年的销售
额将在 210 亿美元至
220 亿美元之间，但
亏损或将超过 10 亿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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