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得利家居近日在北京开出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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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

加速开店 外资家居品牌看好中国市场

本报记者 贾欣然 文/图

日前，日本最大的家居连锁店

宜得利在北京连开两家门店，分别

位于丰台区的永旺梦乐城和银座

和谐广场，这也是宜得利家居首次

将门店开进北京。

对于我国家居卖场行业而言，

宜得利此番布局意味着一场全新

的角逐正在拉开序幕。

当前，全球家居行业逐渐步入

存量竞争阶段，在和本土品牌竞争

的过程中，宜得利等外资品牌面临

的挑战日益严峻，如何讲好本土化

故事、紧跟中国市场快速变化的步

伐成为企业的首要任务。

中国商报记者近日走访宜得

利永旺梦乐城店看到，门店的风格

以日系、简约风为主，售卖的产品

从沙发、餐桌、床等大型家具到餐

具、厨具、收纳、装饰品等小型家居

产品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驻足。 据工作人员介绍，永旺梦乐

城店和银座和谐广场店于 11 月 4

日同时开业。 与银座和谐广场店相

比， 永旺梦乐城店的面积更大，产

品种类更多。 目前，除成品家居产

品外，宜得利家居还提供全屋定制

业务。

据了解， 宜得利于 1967 年在

日本北海道成立，目前已在全球拥

有超 860 家门店。 2014 年，宜得利

首先在武汉开出中国内地的第一

家门店，之后陆续入驻上海、天津、

广州、深圳、北京等一二线城市。 对

于突然加快在中国开店速度，宜得

利家居品牌所属的似鸟（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表示，中国是一个很大

的消费市场， 预计到 2023 年将在

中国内地开出 100 家门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宜得

利不断加快开店速度，但与已在本

土深耕多年的宜家家居（以下简称

宜家）和 MUJI 无印良品（以下简称

无印良品）两个“前辈”相比，它的

扩张步伐仍慢了一拍。

2005年，无印良品在上海开设

了第一家门店，随后便加快在中国

市场扩张的脚步。 目前，公司已设

立 300 多家门店，绝大多数分布于

北京、上海、长沙、杭州等全国各大

城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印

良品在华暂时关闭的门店数一度

达到 152 家，占其在华门店总数的

约 50%。 尽管如此，作为在日本本

土之外重点扩张的海外市场，中国

仍被无印良品寄予厚望。 根据无印

良品的中期计划，其 2024 财年（截

至 2024 年 8 月） 计划在日本净增

100家门店，在中国内地净增 50 家

门店，而且集团将组建负责中国业

务的经营团队，在门店较少的城市

加速开店。

而作为老牌家居巨头，宜家自

1998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直保

持业务扩张的态势。 2011 年，宜家

把开店速度提高了 3 倍。 2019 年，

宜家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力

度，宣布投资 100 亿元推动面向未

来的转型。

随后， 宜家便以每年开 2 至 4

家门店的速度扩张，将门店向二三

线城市拓展。 截至目前，宜家在中

国内地已经拥有 36家门店。

外资品牌加速开店的背后，是

更大的行业竞争压力。 中国商业联

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国际商

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认

为，在过去我国家居产业不太发达

的情况下，传统家居品牌生产的产

品款式陈旧，一些外资家居品牌以

其独特的设计和相对平价的定位

成为时尚的风向标，获得了消费者

的认可。 然而，随着我国家居产业

的不断转型升级，定制化、数字化、

智能化成为居家行业未来的发展

方向，外资家居品牌本身的核心竞

争力逐渐下降，优势进一步减弱。

从 2016 年开始， 无印良品在

中国市场的增长幅度就已开始放

缓。 2017年，同店销售增幅也开始

放缓，2018年第二季度其首次出现

负增长，2019年第二季度其中国内

地市场可比销售跌幅已经达到

2.2%。 面对困境，无印良品在努力

寻求对策，试图将定位从“中产轻

奢”变为“大众平价”。 从 2014年至

今， 无印良品在中国已经连续 11

次降价。 在 2022 年第一季度财报

会上，MUJI 母公司良品计划还表

示，为了适应中国本土的需求和价

格，他们增加了中国本土研发产品

的比例。 然而，低价策略并没有挽

回消费者的心。 消费者吴佳佳（化

名） 曾经是无印良品的忠实粉丝，

她认为，连续的降价影响了品牌的

信誉度。“之前的许多产品我都是

原价购买的，越是降价越让我有一

种被欺骗的感觉，失去了对这个品

牌的信任。 ”

一系列质量问题被曝光也让

洋品牌的“人设”逐渐崩塌。 无印良

品因为产品质量问题多次被罚。 据

天眼查 App 风险信息提示，2019

年，无印良品中国关联公司无印良

品（上海）商业有限公司曾因违反

广告法而被罚 30 万元， 其多家分

公司也曾因违反产品质量法、侵害

消费者权益而被处罚。 而宜家中国

也多次出现召回事件，召回产品包

括库伦三斗抽屉柜、格利瓦伸缩型

餐桌、克里普索吸顶灯等。 此外，宜

家还因为产品质量、劳务纠纷以及

虚假广告等问题而多次受罚。

外资品牌加速开店

家居行业竞争升级

零食品牌线上促销趋于常态化

福建福鼎强化安全监管显成效

近日，福建省福鼎市公安局在宁

德大湾区沙埕湾生态产业园区佳阳

片区，对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五工程有

限公司因临时仓库撤库剩余的 552

公斤乳化炸药、400 发数码电子雷管，

采用与正常石方爆破工程作业相结

合的爆炸法进行销毁。

为了确保此次销毁任务安全有

序，福鼎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专门制定

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任务。 福鼎市公

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将进一步

加强对辖区内民爆物品等从业单位

和相关矿区等进行全面检查，督促落

实安全防范措施和物品流向登记制

度，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本报记者 林茂阳）

安徽肥西县积极提升服务效能

今年以来，安徽肥西县发改委深

入贯彻全省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

事为企优环境大会精神， 开创新思

路、谋划新举措、落实新要求。 加强

水、电、气、能、网等常态化监管，加大

惠企力度，提升服务效能；加强政策

供给，帮助企业在用工、物流、融资等

方面持续降本增效；持续摸排疫情期

间重点企业物流配送问题、用工难问

题，动态更新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的症结，借助省市相关资源，协调解

决原料和配件供应不畅、物流运输受

阻问题， 保障企业零部件和原料供

应，全力做好交通运输、人员招工等

要素保障，点对点帮助重点企业解决

困难。 肥西县发改委通过多种形式积

极开展企业走访，了解企业的实际经

营状况， 收集企业对政府的工作建

议，实现政策精准帮扶。（吴超 陆超）

2022 Artexpo Dallas 艺术展落幕

2022 Artexpo Dallas 艺术展在美

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中心的 Mar－

ket Center 落幕， 该展不仅仅是一个

艺术展览会，更是一种艺术体验。 知

名艺术家张家明受邀参展。

张家明来自深圳， 现居纽约，是

一位多栖艺术家。 此次张家明的参展

作品是一组丙烯作品，作品的灵感来

源于艺术家对空间中能量运动的感

知———空间中的能量是由人带来的，

是充满感性、无限平行和抽象的。 作

品通过对色调的搭配和不同状态下

流线运动的描绘呈现出不同的空间

感知。 其作品受到主办方的重视和认

可，称其艺术角度充满新意。（王海）

二十二冶天津公司冲刺北辰项目

中国二十二冶天津公司天津市

北辰区宜兴埠镇 5B 地块中小学、幼

儿园项目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

镇宜白路与均富路东南侧，总建筑面

积 62494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为 42099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为

20395平方米。

目前，该项目格构梁角撑均已完

成拆除，地基验槽全部完成，底板混

凝土浇筑完毕，主体结构区域地下室

顶板模板基本安装完成，降水井持续

降水作业；正负零框架柱、梁、板正完

善钢筋绑扎，为后续混凝土浇筑做准

备。 在后续的工作中，项目全员将继

续发扬“一天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

怠”的企业精神，严守标准打造优质

民心工程，向业主和公司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相冰）

本报记者 周子荑

与往年的“火力全开”不同，今

年的“双 11”，零食行业的头部品牌

放慢了脚步。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

“双 11” 零食大战偃旗息鼓是因为

随着线上渠道红利的衰减，零食品

牌不再像往年那样大力投放资源，

零食产品线上促销目前已趋于常

态化。

“线上虽然有一些促销活动，

但我也不会像往年那样大量地囤

零食。 一方面，囤积太多吃不完；另

一方面，直播间平时也有很多促销

活动，不一定非要在‘双 11’期间购

买。 ”消费者王晴（化名）对中国商

报记者坦言，往年的“双 11”，她都

会抢购一些零食大礼包，而现在则

越来越理性。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

副会长朱丹蓬对中国商报记者表

示，今年“双 11”时间跨度较大，对

消费者的吸引力有所减弱。 其中

“双 11”零食市场较为冷清，消费者

的消费意愿并不高，这与厂家推出

的促销活动力度较小，行业趋于理

性发展有关。

三只松鼠方面对中国商报记

者表示， 目前公司的活动较少，也

不会再公布“战报”。 良品铺子方面

也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今年“双

11”公司的促销活动多是代理渠道

在负责，品牌方几乎未参与。 百草

味方面也透露，目前促销趋于常态

化，公司不会有什么大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双 11”一直都

是快消品尤其是零食产品的重要

促销节点。 往年的“双 11”，几大零

食巨头为抢夺流量通常会“火力全

开”，今年的“双 11”零食巨头为何

会放慢脚步？

对此，战略定位专家、久德定

位咨询公司创始人徐雄俊对中国

商报记者表示， 经过前几年的疯

狂，今年“双 11”零食巨头线上促销

更为理性。 其主要原因是线上流量

红利衰减，大面积促销使零食巨头

的利润被严重压缩。

零食行业的券商分析师董求

谛（化名）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目

前线上流量去中心化趋势愈加明

显， 抖音等平台促使线上分流，零

食巨头想获得同样的效果需要在

更多的平台投入更多的费用，性价

比较低。 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零食巨头越来越注重利润产出，不

会再盲目投入。

“线上流量去中心化的趋势使

得流量不再集中于大平台和头部

品牌，这使得新的零食品牌获得了

更友好的成长环境，对几大零食巨

头而言也是巨大挑战，零食巨头都

在加速向线下渠道延伸。 ”董求谛

表示。

朱丹蓬表示，抖音等直播间零

食产品的日常促销活动和“双 11”

期间的活动力度相当，大小零食品

牌都能在直播间分一杯羹，线上零

食促销已趋于常态化。

未来，全球家居行业都将进入

存量竞争阶段。 艾媒咨询数据显

示，2010 年—2025 年全球家居市

场规模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2021

年， 全球家居市场规模为 4962 亿

美元，同比增长 9.7%，预计在未来

4年中， 全球家居市场规模将继续

增长， 但其增长幅度仅维持在 3%

左右。

外资品牌一方面面临着增速

放缓的困境，另一方面也遇到了来

自中国国内竞争对手的挑战。 除了

红星美凯龙和居然之家这类家居

卖场头部企业外， 以名创优品、三

福、诺米为代表的我国家居生活类

品牌不仅在销售产品、营销手段上

类似，在品牌定位和核心用户群体

方面也与外资品牌进行正面竞争。

“内忧外患”之下，家居品牌该

如何突围？ 面对新的重大挑战，跨

国公司必须在中国市场投入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取得成功。 在深

化本土化战略的进程中，无印良品

正努力适应市场变化和消费者消

费习惯的变化。 据了解，无印良品

根据中国市场的实际状况和新消

费趋势，对业务模式做了改变。 例

如，在即时零售方面，无印良品入

驻美团外卖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 无印良品从今年 4月中旬开始

筹备“外卖即时送”业务。 截至目

前，在全国超过 250 家门店已经上

线美团外卖。

此前，宜家中国打造了经整合

的全渠道生态系统，包括多元的线

下渠道以及包括宜家网上商城、宜

家 App、宜家可购物小程序、宜家

天猫旗舰店在内的线上渠道。 宜家

中国副总裁刘锐在接受中国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通过数字化

产品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更有针

对性地给中国市场提供更多解决

方案和灵感方案。 此前，宜家推出

IKEA Kreativ AR 应用， 消费者可

以通过该技术使用数千件宜家产

品进行房间设计、虚拟装饰。 刘锐

表示，目前 IKEA Kreativ AR 应用

已处在测试阶段，当其到达一个正

向、可规模化的测试节点后，会评

估其在中国市场的具体发布时间。

发力布局线上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