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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国际

在食品杂货电商中独树一帜

抗衡亚马逊 英国电商奥凯多凭什么
编译 年双渡

在市场上，便捷为王的零售电
商比比皆是，但频繁暴露出的行业
风险也考验着众多投身其中的公
司。如何在规模、品质、价格和利润
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仍是零售
电商绕不开的一大难题———尤其
是生鲜电商。

截至目前，就连全球三大零售
商亚马逊、沃尔玛和阿里巴巴也不
能说完全掌握了在线销售食品杂
货这门艺术。《经济学人》称，目前
食品杂货的在线销售规模约为

1600亿美元，仅占全球 7 万亿美
元食品杂货市场的 2.3%。 但未
来， 随着在线销售份额的上升，
有一点确定无疑———它可能会宣
告业内一部分食品杂货实体店的
倒闭。

在众多食品杂货电商中，英国
最大的在线食品杂货零售商奥凯
多（Ocado）是不得不提的。 从 2002
年运营至今，奥凯多不仅早已扭亏
为盈，而且还在智能化、新技术等
方面远远甩开很多竞争对手，更一
直被视作该领域可以与亚马逊抗
衡的一家电商。

奥凯多是英国最大的 B2C 电
商平台，也是全球最大的纯线上食
品杂货零售商。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总部设在英国哈特菲尔德，除
了售卖生鲜之外， 也销售其他食
品、玩具、医药和家居用品等商品。
旗下品牌有 Ocado 线上商城、Oca－
do 智能平台、Sizzle 厨房用品网站
和 Fetch宠物用品网站。 2002年 1
月，公司在哈特菲尔德建立第一个
物流仓储中心，开始正式运营。 到
2010 年时， 其配送服务已覆盖至
70%的英国家庭。 公司凭借优质高
效的冷链物流技术，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线上零售运营模式。 2013年，
奥凯多的总销售额达到 8.5 亿英
镑，年增长 13%，但仍未实现盈利。
不过从 2014 年起， 奥凯多开放平
台的运营模式使公司营业利润实
现了从亏损 270 万英镑到盈利
1630 万英镑的飞跃。

谈及奥凯多的飞速发展，先看
一组数据：

2015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1 亿英镑，在英国零售行业整体
低迷的市场环境中依旧保持了
16.7%的增长； 截至 2015 年末，其
线上活跃用户数达 50 万人，SKU

（商品品类）数量达 4.7 万种，平均
周订单量突破 19 万单， 订单正确
率高达 99.3%，所有客户订单均能
够做到次日送达。

2017 年， 奥凯多的活跃用户
数已达 64.5 万人，SKU 数量为 4.9
万种， 客单价 107.2 英镑（约 954
元人民币）， 平均周订单量为 27.3
万单，也就是每天差不多 4万单。

2018 年， 奥凯多活跃用户达
到了 72.1 万人，也就是说每 10 个
英国人当中有超过 2个人每天都在
奥凯多上购物。其员工人数在过去三
年中增长了 76％，所提交的专利技
术已经从 73 个增加到 395个。

对于生鲜电商而言，自建冷链
物流成本高昂， 尤其是在配送方
面，损耗率较高。 但奥凯多的生鲜
配送耗损率仅为 0.02%，即每 6000
件产品中仅出现一件损耗。

奥凯多将已经成熟的物流技
术开放，一方面可以帮助资本有限
的平台合作商低成本、 低风险、高
效灵活地开展线上零售业务；另一
方面，公司的通过共享物流体系降
低了仓配成本，提高了物流利用率
和运输效率，可获得更多的利润来
源。

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奥凯多
智能平台不仅是一个物流开放平
台，而且还是定位于全链条的管理
服务平台，为合作商家提供包括网
站、App 等终端设计、 后端信息技
术支持、物流仓储管理等一整套电
商运营解决方案。

2013 年 5 月， 奥凯多与英国
的第四大食品零售商 Morrisons 公
司签订了长达 25 年的长期技术服
务协议；而在 2018 年，奥凯多分别
与加拿大零售公司 Sobeys、美国零
售公司克罗格（Kroger），澳洲超市
巨头 Coles 签署了技术服务协议。
其中，与克罗格达成的协议是最大
的一笔———这家美国连锁超市力
争到 2021 年订购 20 个奥凯多高
科技模块化仓库。 去年，英国零售
巨头玛莎百货还以高达 7.5 亿英
镑的价格收购奥凯多 50％的股份，
双方通过建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联
手打造一整套完善的在线食品配
送服务。《经济学人》还提出，这笔
钱眼下被奥凯多用来帮助公司开
发更有利可图的新项目：授权更多
的零售商使用其专利技术打造的
可按需扩大规模的高科技模块化
仓库。

从亏损到盈利

油价涨跌还靠供需决定 金价未来仍有上升空间
美伊冲突不断升级， 中东局势

紧张点燃市场避险情绪， 国际油价
和金价都出现了大幅上涨。不过，尽
管国际油价在短期内受地缘政治等
因素影响录得上涨， 但中长期的涨
跌最终还是取决于供需基本面。 总
体来看， 全球经济形势和产油国之
间的角力将与地缘政治因素一同决
定国际油价未来的走势。

1月 3日当天，3月份交货的布
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6%，报
68.60 美元/桶， 创去年 9 月份沙特
原油设施遇袭后最高； 纽约商品交
易所 2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
格上涨 3.1%， 报 63.05 美元/桶，创
去年 5 月份以来最高；6 日开盘后，

油价开始大幅震荡， 盘中一度上涨
了 2％，随后出现下跌。 截至 6日收
盘， 布伦特原油 3月期货价格收于
68.91 美元/桶，涨幅为 0.45%；纽交
所 2 月期货价格收于 63.27 美元 /
桶，涨幅为 0.35%。

此次美伊冲突让人联想到去年
沙特阿拉伯阿美石油公司油气设施
遇袭事件。 2019 年 9月 14日，阿美
公司布盖格炼厂和胡赖斯油田的两
处石油设施遭到袭击， 导致阿美公
司 570 万桶原油供应暂时中断，引
发国际油价飙升， 但随着阿美公司
快速修复受损产能， 油价又重回遇
袭前的水平。有分析人士据此认为，
目前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关系并未受

到实质性干扰， 近日油价飙升的原
因大部分源于市场对地区局势恶化
的担忧。与去年相似，这种情绪将随
着局势平息而淡化。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此次事
件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一次单一的
袭击事件， 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冲
突， 甚至可能导致旷日持久的美伊
全面对峙， 进而对国际原油市场造
成重大影响。

首先，作为美伊“斗法”的战场
和欧佩克（OPEC）第二大产油国，伊
拉克目前的石油日产量约为 460万
桶，日均出口量约 400 万桶，其生产
和运输设施面临着国内示威游行活
动和武装冲突的双重威胁， 一旦美

国与伊朗矛盾激化， 其原油产量将
难免受到影响。其次，市场担心伊朗
可能会采取极端强硬的反击措施，
对沙特、 阿联酋等国的油气设施展
开持续大规模袭击， 由此导致的石
油断供恐非美国页岩油产量短期内
能够填补的。 此外，自美国退出“伊
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制裁后，伊朗
方面便频频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
峡，一旦伊朗付诸行动，将导致全球
大约 1/3 的海运原油供给中断，这
可能推动油价飙升至 100 美元/桶
以上。 最后， 还有部分分析人士担
忧， 伊朗的报复行动将导致中东大
规模战争， 这毫无疑问将引发又一
次石油危机。

尽管美伊冲突前景仍不明朗，
但目前看来， 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
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小， 对伊朗而
言，与美国直接开战面临巨大风险；
同时，对于志在连任的特朗普来说，
在选举年发动战争显然也并非明智
之选。 因此， 虽然地缘冲突可能在
2020 年不断冲击国际原油市场，但
在冲突规模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市
场的恐慌情绪是可以被消化的。

国际金价方面，受袭击事件引发
的避险情绪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 2月
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在地区形势
升级后出现大幅上涨，6 日报收于
每盎司 1568.80 美元， 创下了自
2013年 4月以来的最高收盘价。

有分析人士指出， 黄金作为避
险资产， 在地缘政治事件发生后出
现短暂上涨行情十分正常， 但此轮
金价上涨并非仅受益于地缘冲突。
此前， 黄金期货价格已连续 9个交
易日上涨。自 2019年 12月以来，黄
金价格从 1460 美元/盎司的低点一
路飙升，一度触及 1613.3美元/盎司
的高点， 主要是由于与美联储降息
周期重合， 在美元疲软和避险需求
双重作用下出现大幅上涨。

随着市场对 2020 年美国经济
以及地缘政治形势担忧情绪的加
重， 黄金作为对冲风险的工具将进
一步受到市场热捧， 国际金价有望
进一步上行。 （商 闻）

＞＞＞

美国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 及其旗下雷斯（Reis
Moody's Analytics） 分析公司 1 月
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实体商
店受到电商的重创。 截至 2019 年
底，美国购物中心空置率达 9.7%，
创 2000年有记录以来最高值。

数据显示，2000 年初美国购
物中心空置率仅为 5.3%， 这一比
例在下一年经济衰退期间升至
6.8%。 2008年金融危机后，购物中
心空置率再次跃升， 在 2011 年达
到 9.4%的高点， 但在随后的经济
复苏期有所下滑。 2019 年第三季
度，美国购物中心空置率升至金融
危机后最高水平，并在第四季度突
破高位。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美国零售
商有望继续从健康的美国经济中
受益，但包括购物中心在内的实体
商店仍将承受该行业结构性转变
带来的冲击。尽管美国消费支出水
平依然强劲，但未来数月，商场运
营商依然面临关门的风险。

美国市场研究机构 Coresigh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2019 年美国
零售商宣布关闭 9300 家门店，这
是该指标自 2012 年有记录以来的
最高值。 美国上市家具零售商
Pier One Imports 近日警告称，该
公司经营存续能力存在“重大疑
问”。 总部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
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也计划关闭 450
家门店。

2019年第四季度，美国迎来感
恩节至圣诞新年的购物季。 根据全
球支付科技公司万事达（Master－
card）的数据，去年 11 月 1 日至圣
诞节前夕，美国零售销售总额同比
增长 3.4%， 但实体店销售增长幅
度仅为 1.2%。 MKM Partners 分析
师罗克珊·梅耶（Roxanne Meyer）
表示，一些实体零售商被迫大幅降
价以吸引消费者，促销活动规模之
大“令人震惊”。

尽管美国实体购物中心面临
整体压力，但按地区来看，包括旧
金山在内的部分美国地区商场应
对行业剧变更加游刃有余。 数据显
示，2019年第四季度， 旧金山购物
中心空置率仅为 4.2%。 相较之下，
印第安纳州波利斯的空置率则高
达 16.3%。

业内人士指出，这主要得益于
部分零售商更具备前瞻性，更加有
效、迅速地调整业务结构，通过结
合实体店和网店销售来吸引更多
的消费者。 同时，还有一些零售商
通过改变消费者购物习惯来增加
业绩。

数据还显示，除了要应对电商
的冲击外，美国实体商店还要应付
日益升高的租赁成本。 截至 2019
年年底，实体商场租金与空置率同
步攀升， 达到 2000 年以来最高水
平，为每平方英尺 43.53美元。随着
空置率提升，商场业主不得不寻找
空间的替代用途，吸引餐馆等其他
租户。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实
体零售店生意日益冷清，商场业主
或被迫下调租金以收回成本。

（辛 华）

美国购物中心空置率 9.7%
创 2000年以来最高纪录

奥凯多的武器
＞＞＞

《经济学人》称，克罗格订购的
20 个奥凯多高科技模块化仓库可
能需要 5 年才能完工，但已经让人
感受到食品杂货领域内更加激烈
竞争的序幕正在拉开。

不过，奥凯多的股票最近却表
现不佳，股价下跌。 摩根大通表示，
该公司若想让自己 90 亿英镑的估
值站得住脚，就需要建设 126 个高
科技模块化仓库。《经济学人》认
为，奥凯多的模式虽然在英国运作
良好，但其竞争者也正朝着不同的
方向前进，而且速度很快。

亚马逊在 2017 年收购了全食
超市，令美国一众食品杂货商不寒
而栗。 去年 11 月 11 日，该公司证
实将在加州开设第一家食品杂货
店，而这家店并不属于全食超市这
一高端连锁店。亚马逊在去年的 10
月开始向其 Prime 会员提供亚马逊
生鲜的免费送货上门服务。 当然，
到目前为止，亚马逊在这方面的动
作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据估计，易
腐商品只占其生鲜销售额的 6%，

而传统食品杂货商的这一比例则为
65%。

亚马逊在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
把现有超市变成其电商业务的核
心，要么是在接订单方面，要么是在
送货方面。 超市附近将设置微型仓
储中心，这些中心会效仿奥凯多的
做法，同时缩短配送时间。 沃尔玛
就是个典型。 去年夏天沃尔玛的
销售额有所上升，该公司称原因
之一是其在美国的超级购物中
心的食品杂货线上订单急剧增
长。 10 月，沃尔玛还在美国的三个
城市推出了一项服务，其员工可在
顾客家中无人的情况下，运用智能
入门技术和可穿戴设备直接将食品
杂货放入顾客家中的冰箱里，公司
还承诺向已加入会员计划的顾客提
供当日达服务。

阿里巴巴在中国的盒马鲜生还
要更前沿些。 它们用贴在鱼身上的
二维码来确认其新鲜度，实现了基
于应用的购物、拥有大量机器人，并
提供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内 30
分钟送达的服务。

但《经济学人》也指出，推进食
品杂货线上销售的过程中，依靠在
分拣、拣货和运送等环节使用廉价
劳动力来获取效益的做法已经难以
行得通，而新的更好的做法尚没有
出现。 要让人们觉得网购食品杂货
和在线下购买一样直观，可能还需
要更多更高明的招数，但是食品杂
货商奋勇向前的动力是巨大的。

一位分析人士曾开玩笑：“O－
cado 的开头是个‘o’，结尾是个‘o’，
价值也是‘0’”。 也有怀疑者仍持保
留态度，因为尽管奥凯多的市值在
过去两年已增长了两倍多，但其股
价在近期却出现大跌。但无论如何，
《经济学人》都认为，施泰纳掀起的
这场“革命”表明，在争夺食品杂货
电商霸主地位的较量中，胜负还很
难预料。 奥凯多和任何一方一样，
都有机会。

更激烈的竞争来了
＞＞＞

推进食品杂货
线上销售的过程
中，依靠在分拣、拣
货和运送等环节使
用廉价劳动力来获
取效益的做法已经
难以行得通， 而新
的更好的做法尚没
有出现。
CNSPHOTO提供

《经济学人》表示，前高盛债券
交易员、 英国人蒂姆·施泰纳与其
他两位前高盛银行家联合创立的
公司奥凯多已经撼动了英国的
线上零售市场， 眼下正试图将这
种冲击波推向全球，希望奥凯多能
成为行业内的第四股势力，有能力
与亚马逊、沃尔玛和阿里巴巴分庭
抗礼。

奥凯多究竟有什么魔力？ 或
者说，施泰纳何来这么大的底气
呢？

在智能化方面，除了有语音购
物功能和无人车送货技术外，奥凯
多最大的特色是依靠“供货商-运
营中心（CFC）-中转站-消费者”的

供应链模式来进行集中储存、拣装
和配送，以保证商品的准时到达率
和精准率。

相比供货商和批发商将商品
运送到各地区的分销中心，然后再
配送到各个门店，再通过门店到达
客户手中的传统模式，奥凯多通过
自建物流体系形成了扁平化供应
链模式， 不依赖线下门店配货，而
是由供应商和批发商直接供货到
运营中心， 再由运营中心集中存
储、分拣至中转站，进而根据订单
实时调整库存。 运营中心内使用机
器人完成高效的自动化作业，支持
多达数万个品类的存储并完成高
效精准的分拣流程。

传统电商仓库的拣货方式是
“人找货”，而奥凯多的智能仓库采
用的则是“货找人”的模式，即拣货
员不动， 商品自动运送到人面前。
这就高效地解决了随着品类的扩
张和 SKU 的不断增加，SKU 与拣货
效率匹配的问题。在传统电商仓库
出单过程中，最耗费人力的一个
环节就是拣货。 作为食品杂货零
售商， 商品种类通常会覆盖常
温、 冷藏与冷冻三类存储条件，而
越是大型电商，则意味着 SKU 的种
类就越多，每笔订单的品类跨度也
会增大。 奥凯多的智能仓储管理系
统，按照常温、冷藏、冷冻三类控温
体系实现高精准的全品类自动化

管理。
目前， 奥凯多在全英共建有 4

个这样的高科技模块化仓库以及
17个配送中转站。而围绕配送中心
和中转站建立起的轴辐式物流网
络，可以做到所有的订单都在运营
中心集中处理出库。 这其中，大约
1/3 的订单直接从运营中心配送到
当地客户家里， 剩下 2/3 的订单
由大型货车运输到周边的中转
站， 再由当地的运输车队完成随
后的配送工作。 奥凯多配送采用
的是定制的冷藏型货车，能够实
现不同温区食品的精准温控。 通过
先进的技术，其订单正确率可达到
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