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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危机对
零售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零售商
不得不重新审视线下店铺网络
布局和门店的作用。
许多品牌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大范围的关店, 最终的业绩损失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不少店铺从3月
开始逐步重新开业, 但其中许多的销售额仅为正常时期水平的50-80%。 仅以中国为例, 2020年前两个月 
线下零售销售额蒸发了3000亿美元。 在此期间, 消费者比以往更青睐线上购物。

毫无疑问，这种短期的剧烈动荡将触发或进一步加速线下零售格局及店铺网络布局的长期结构调整。 未来
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可能发生巨大转变。 因此, 如何前瞻性地优化店铺网络以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 成为比
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战略性问题。

需要更深入细化的新一代店铺网络策略。

开设多少家店铺? 优先进入哪个城市? 合适的选址在哪里？ 这些经典问题依然存在, 但是问题的答案已经无
法完全满足未来店铺网络的要求。

相应的, 零售业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需要思考和回答以下战略性问题:

• 未来我的顾客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购物？

• 在新常态下, 我的实体店铺发挥什么作用？

• 目前我的店铺网络与未来公司战略之间是否契合？

• 我应该寻找何种类型的商圈? 在高档商圈和社区商圈提供的价值主张和门店业态可能存在什么差异?

• 围绕某个商圈内的不同店址选项, 如何统筹考虑各种因素 – 客流量、客流类型、附近的品牌、店铺可用面
积、防冻类型、租金、租赁条款等 – 以决定最好的店址?

• 如何在战略性城市、区域或位置的布局上领先对手一步?

• 随着一些零售商由于疫情关店, 腾出了店址, 如何最好地抓住这类机会?

• 由于疫情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哪些现有店址将在未来遇到挑战？



© Oliver Wyman 3

在困难时期重新规划零售店铺网络

在战略层面上, 许多公司在解决上述问题时遇到了一系列关键挑战, 相同的有:

• “我没有足够的数据” – 缺乏准确、翔实的数据： 获得有关城市、商圈和购物中心的完整、准确的数据并
非易事, 有些情况下甚至几乎不可能, 尤其是在低线城市。 清楚地了解竞争对手的定位也并不容易, 业
务拓展或店铺运营团队负责人可能掌握部分碎片化的信息和知识, 但是难以实现团队之间的共享或转
移, 并且更新淘汰的速度很快。

•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和使用数据” – 缺乏全方位的数据分析的方法： 您所面对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处理
100个城市的宏观经济数据, 这些数据很容易汇集到一张地图上; 相反, 您面对的是成千上万个商圈和
购物中心的数据, 包括许许多多维度和非常细化的颗粒度, 例如消费者类型、线上/线下组成结构、竞争
对手的布局等。 您需要拥有一套全方位的、成熟的方法，确保能够快速分析数据、产生洞见并对市场动
态做出及时反应。

• “我无法理解数据的含义” – 缺乏实现数据和洞见可视化的高效方法： 归根结底, 这是关于店铺网络和
选址的决策; 因此, 您需要在一张地图上清晰地呈现全貌, 而不是依赖于的传统的条形图和饼图。 然而, 
即使您面前放着一张地图, 在地图上定位也可能是繁琐的、耗时的过程, 需要大量的人工操作, 更不用说
地图上的信息会很快过时。 “幻灯片+地图”的工具组合可能满足城市扩张的论证要求（一张中国地图）
或用于年度战略回顾; 但是, 设想一下, 当您深入到城市/商圈层面的分析讨论时, 每个月制作成百上 
千张“地图”将会需要消耗多少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 “由于无法在全局和微观之间自如切换, 我与一线执行团队之间无法保持顺畅沟通”: 有些情况下您所
制定的宏观层面计划并不容易落地实施, 例如您优先考虑的城市或商圈缺乏足够优质的店铺位置。 
未来的店铺网络规划和实施需要在区域、城市、商圈和选址（街边店、百货商店、大型购物中心）之间不断
迭代升级, 为了正确制定店铺网络战略, 您和您的一线团队需要跨越不同的维度边界。 传统的“幻灯片+ 
地图”工具组合需要被连续的“放大”和“缩小”功能所取代。

线下店铺网络日益提高的战略意义和其背后的复杂性, 使得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成为战略性店铺网络规划的
关键组成部分。 提出正确的问题、建立最新最全面的数据库、开发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建立清晰可视化的
结果呈现方式, 这些方面已成为对于零售商而言具有战略意义的全新优势。

奥纬咨询历时数年开发出了基于网络的地理空间分析工具 – Bluespider, 该工具能够运用奥纬专属数据, 
支持店铺网络规划制定。 并且它还能发挥“任务指挥中心”的作用, 让全局信息一部了然。 该工具始终保持
最新状态, 提供系统化、可视化的店铺网络和竞争对手分析, 实现从国家、区域、城市、商圈, 乃至街道和购物
中心等不同颗粒度视图的无缝切换, 简而言之, Bluespider是辅助高管人员和一线团队的至关重要的 
工具。

如欲获取有关下一代店铺网络战略和Bluespider工具的更多信息, 敬请与奥纬咨询联系。

mailto:enquiry.GC%40oliverwyman.com?subject=%E6%96%B0%E4%B8%80%E4%BB%A3%E5%BA%97%E9%93%BA%E7%BD%91%E7%BB%9C%E7%AD%96%E7%9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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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辅助战略决策 – 店铺网络概览

1. 您是否足够迅速地向最优店铺网络布局转变?
2. 您是否正在按照既定的区域战略推进? 您应该在哪些城市增加投入?
3. 哪个城市是下一个进入的最佳目标?
4. 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 您的店铺网络在规模和质量方面表现如何?

•  您的店铺位于相关市场的优先城市吗？ 
•  您的优势在哪里？
•  您的薄弱环节在哪里？

Bluespider的仪表板功能, 帮助跟踪您的店铺网络及竞争对手的网络, 潜在的市场机会和优先级, 帮助您快速进行商业决
策以保持领先地位。

1

2

4

3

来源：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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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辅助战略决策 – 店铺网络比较

•   “现有的店铺数量合理吗？”
•   “我应该关闭哪些店铺? 又应该在哪里投资开设新店？”

Bluespider拥有100多个主要零售品牌的店铺位置数据, 直观地比较其他品牌和您的店铺位置。

您的店铺网络 您的竞争对手/类似品牌

vs

来源：奥纬分析

案例 3. 辅助战略决策 – 确定城市优先级

Bluespider依赖于奥纬专属的200多个城市数据库支持, 并且其覆盖的城市数量仍在持续增长。 该数据库涵盖了针对各
个城市的多维度考量因素, 并且可以针对您的业务特点, 自定义相应的因素权重（例如根据每个因素对公司的重要性设
置权重）。

收集和维护这些数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尤其是对于低线城市

我们还开发了一种分析模型, 该模型使用数据库来评估三个不同
的组件:

1. 城市吸引力
2. 该城市的最佳客户商店数量
3. 该城市可选用的店址

1

2

3

城市优先级模型已内置到Bluespider中, 自动运行下述评估工作: 

来源：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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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用于运营层面分析 – 商圈评估

通过可视化方式呈现相关商圈的店铺集中度, 帮助快速识别市场空白并确定优先商圈。 以下分析可采用竞争对手品牌
或类似品牌进行比对。

• 运营层面, 零售团队使用Bluespider快速深入
至城市层面, 开展详细的选址分析。

• Bluespider自动进行可视化分析, 比较购物中
心、百货公司和商业街区选址。

围绕应当关闭哪些店铺, 或应当进入哪些新商圈
或购物中心, 上述分析提供关键的研究洞见。

“如何以最佳方式取代竞争对手?”

来源：奥纬分析

案例 5. 用于运营层面分析 – 位置/选址评估

内置5000多家购物中心的全方位数据并且持续更, 基于预先完成的研究和优先级排序, 零售商一线团队可直接开始深
入评估若干待入驻购物中心内的楼层和商铺情况。

“我是否在缺乏吸引力的商场里开设了店铺?”

购物中心吸引力分析

Bluespider使用内置的购物中心数据库并采用品牌特定的标准, 极其快速地对购物中心
和商业街店铺进行分类, 在需要做出快速决策的现阶段尤为有用。

购物中心分类

来源：奥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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