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ircul at ion
的物流业务服务。
这种模式简单可行，
物流企业也可代理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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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其利润不是运费和仓储费等直接收入，而来源于与战略联

企业，把多家企业的货物集中配送，实现物流共同化和配送规模效

盟企业共同在物流领域创造的新价值。第四种模式是物流一体化，

益。第二种模式是物流集约化，即若干企业共同参股投资建设大型

以物流系统为核心，实现生产企业、经由物流企业、销售企业直到

物流配送中心，推行物流管理共同化，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实现物

用户的供应链的整体化和系统化，
物流企业作为供应链中的一个子

流规模经济；同时，该物流配送中心可以为其他企业提供物流配送

系统，
通过自身内部的一体化和专业化为其他子系统提供专业化物

服务，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三种模式是物流战略联盟，即

流服务，实现原料和产成品在供应链中的高效流动。

第三方物流（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简称３ＰＬ，
又称契约物流或

网络经济对物流管理条件的要求，
主要体现在物流管理应具备

物流联盟，是国际公认的物流联盟模式，生产企业或商业企业与物

物流管理信息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电子数据交换（ＥＤＩ）
、条形码

流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物流战略联盟。提供 ３ＰＬ的物流企业与

技术（ｂａｒ ｃｏｄｅ）
、数据库技术（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电子订货系统（ＥＯＳ）
、

传统物流供应商有明显区别，与服务对象结成战略伙伴，为其提供

快速反应（ＱＲ）
、有效客户信息反馈（ＥＣＲ）
、准时制工作法（ＪＩＴ）

包括商品运输、储存配送和附加的增值服务，帮助企业将有限资源

以及物流相关各方的计算机通信网络的健全、
物流作业工具设备的

集中于核心能力；提供３ＰＬ的物流企业与接受服务的企业成为利益

智能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说，消费品制造业每年尚能寻找一个新的竞争平台的话（如彩
电行业 １９９９ 年的价格战，２０００ 年凸显技术升级之争，２００１ 年则是功能概念炒作年）
，那么对
于国内零售业态的主力军百货商场而言，其促动消费策略几年以来似乎就只剩下一个唯一的主
旋律：打折

打折：
找个理由让我接受
找个理由让我接受
文·厦门大学 ＭＢＡ 中心

汪劲松

实际效果又如何？表面看来，
各商场打折初期总是人声鼎沸，
在当今的商业活动中，
打折成了商场营销推广的代名词，
成了

购者如潮。但往往过不了几天销售业绩就开始原地踏步，甚至“门

刺激消费的唯一手段。淡季打折，旺季也打折；滞销商品打折，畅

前冷落车马稀”
，笔者去年对北京、成都、贵阳三地随机调查了２４

销商品也打折；普通产品打折，名牌商品更竞相打折。今天你推出

家商场的１３０余个品牌专柜，８０％以上以直接折扣销售的商品专柜，

“大甩卖”
，明天我就“大出血”
。可谓“神州遍地尽打折”
。原本只

其全年销售总额并无明显增长。
打折到底给商家带来什么？商场到

是部分商场偶而为之的短期应季打折活动，
现在也成了几乎所有商

底要不要打折？这种打折为何虎头蛇尾，无人喝彩，应者廖廖？如

场促销的“常规”定价模式。为了争夺顾客、刺激消费，各地商场

何打折才能达到预期效果？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商场“打折潮”和

无一例外地使用了这一价格促销手段，
且多是无所顾忌，
明码标价。

顾客的消费心态，冷静反思。

Commercial Times Magazine Add：No.46 FuXing Road Beijing China Post Code：100039 Tel：010-88210118

9

透 明
思 考

P r o f o u n d

打折有“四负”影响

I d e a s
销角度看，
价格其实也是商家向消费者传递商场档次与地位信息的
一种手段，消费者之所以到此商场购物而不到彼商场消费，很大程

打折销售原本作为商家的一种促销手段无可厚非，其作用有

度源自对商场档次与品味的认同，
打折的滥用则造成了价格信息的

三：一是吸引消费者关注，聚敛人气，刺激需求；二是作为季节性

混乱，
尤其是造成名牌商场或名牌商品在目标市场心目中定位的紊

产品的销售策略，通过打折在消费淡季促进销售款回笼，加快资金

乱，结果是顾此失彼，两头失算。成都有一家以经销进口高级商品

周转；三是通过打折抑制和打击竞争对手。但是打折促销只能作为

为主的知名商场，原来尽管客流量较其它商场小，但在当地高收入

短期性的、针对性的促销行为。如果“明目张胆”和长期、经常地

阶层中却颇有声望，牢牢抓住了这批目标消费群。２０００年商场大量

使用，将会形成一种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信息误区和“价格博奕”
，

商品开始明折销售，过去经常光顾的高收入顾客群“拂袖而去”
，而

形成类似股票市场“追涨不买跌”的现象。此外，打折本身长期使

原本就很少光顾的低收入消费群又不买帐，
商场经营处于尴尬境地。

用会产生“麻痹效应”
，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和反应将会变得迟

营运管理紊乱

钝，进而导致其对品牌形象、商场信用及营运管理都会产生一定程

打折滥用也会给商场的经营带来不小麻烦，
同一产品因不同时

度的消极认识。综合起来看，滥用打折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负面问

间的折扣差异造成了多级价格，大大增加商场的成本核算、计价结
算的工作量，
与生产商的协调也更加困难，
如涉及到消费者退货、
换
货等则会出现更多的帐务问题，
易造成商场管理与营运的紊乱。

打折消费“归因”效应
从消费心理学角度讲，人对任何事物的接受都有一个“归因”
效应，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１）人对自身作出某种行为或产生
某种欲望在潜意识上总会给予某种解释或辩解，
即消费者会对自身
的购买冲动和行为作出一个
“合理的解释”
，
当消费者把某种商品的
购买欲归结为自身的需求时，
其心理上会感到一种
“平衡”
“
、满足”
，
从而接受并产生相应的购买行为；而如果消费者在反思自己对某种
商品的购买冲动时，仅将其归结为商品的“价格低廉”而不是“需

题。
“ 非 折 不 买 ”的 怪 圈
一般来说，多数商场往往采取“阶梯型”打折方式，即商品折

要”的话，潜意识上会产生一种抗拒，这就是经常性和广泛性打折
为何越来越受冷落的原因
（２）
人对某种结果的重视程度与其将此结

扣随着销售周期不断增长，新品上市时九折、八折，销售一定时期

果归因于自身力量的程度成正比。
从营销角度来通俗地解释，
就是，

后变为六折、七折，再过一段时间降为四折、五折甚至更低。如此

无论产品本身对消费者的实际效用如何，消费者为取得某种商品

反复的结果，形成了消费者对商品降价的预期心理。消费者和厂家

（服务）所付出的代价越大，对获得的产品（服务）越珍惜和重视，

之间玩起了价格博奕游戏，一边是持币待购，等你降价；另一边是

这与农民总是对粮食格外珍惜，
艺术家总是最欣赏自己的作品相同。

产品滞销，折扣再折扣，如此双方陷入打折怪圈，实际上一方面市

毫无理由地滥用打折策略，
其结果是消费者将打折直接归因于价格

场需求被人为滞后，
而多数商家直到接近价格折扣底线后销售业绩

刺激作用。前些年国内某品牌的皮装皮具曾通过邮政系统，向上百

才有所反弹，同样无法乐观，这种“双输”的局面成为反复打折的

万户消费者邮寄
“价格折扣券”
，
承诺消费者持券到当地商场专卖柜

唯一后果。

购买该品牌皮件时，可享受ｘｘ折优惠，结果是绝大多数人看后一笑

丧失价格信誉
经常性折扣的另一问题是使消费者对商场定价的合理性产生怀
疑，俗话说“商人不做赔本的买卖”
，既然现在你的商品打三折、二

了之，随手扔掉，应者廖廖，其推广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精心设计打折方案

折照卖不误，那么原来的定价不是虚晃一枪就是暴利宰客，一旦消
费者对你的商品定价产生不信任，
下一次新品上市时即使货真价实，
恐怕你的销售业绩也难以乐观。
奉劝商家千万莫低估了消费者的智
商。
贬损品牌形象
打折促销给商家带来的更严重后果是对品牌形象的损害。
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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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打折促销，
既要达到良好的促销效果，
又要避免上述问
题出现，关键是商家如何把握好消费者的这种“归因”潜意识。聪
明的商家总是会为打折活动设置一个与价格无关的
“归因”
，
并与其
他活动巧妙而自然地结合起来，转移消费者对价格的注意力，因此
商业时代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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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在设计打折促销方案时，应尽可能考虑以下几项原则：

的
“效用”
，
促使消费者重视并使用这一价格折扣，
达到促销的目的。

明 确 目 标 群 体 面向所有顾客的泛性打折只会让消费者立即

这一说法听起来好象十分荒谬，实际操作却很有效。去年笔者所在

将注意力集中到价格上，
欲速则不达。
因此，每次打折活动最好把促

策划公司曾应邀为贵阳某商场设计打折促销方案，恰逢新春佳节，

销对象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四川某市的太平洋商厦的打折活动设计

贵阳各商场纷纷推出打折促销，大量散发和赠送折扣抵价券，进而

就颇为巧妙，
该商场平时从不设置打折价格，
但每年举行两个月
“回

竞相攀比降价，一时硝烟弥漫。委托方商场颇感进退两难：打折太

报上帝”活动，商场按顾客提供的本年购货发票的一定比例折换同

多则利润岌岌可危；不打折又担心顾客被其它商家“抢”去，错过

类商品抵价券或返还顾客现金，实际上把打折对象限制在一部分

了销售旺季。经过与商场方的磋商，我们决定了以时尚活动替代直

“常客”中。这样既避免了直接明折对商品品牌形象的损害，又提高

接打折的策略，利用新春佳节之机，设计了一个新春灯谜 ／生活知

了这部分顾客的忠诚度，还增加了目标消费群光顾商场的频率，可

识有奖竞猜活动，猜中的顾客均可获得设定的（不等额）折扣抵价

谓一箭三雕。

券，当然我们事先设定的灯谜 ／ 生活知识题目的难度不大，实际上

淡化价格归因

打折最好与特定活动、
当地重大事件联系在

大部分顾客仅需略动脑筋，短时间内均可正确回答。这一活动同时

一起，但商场需要寻找两者之间巧妙的“结合点”
，不能牵强附会，

也大大强化了商场的节日气氛，激起了消费者浓厚的兴趣。活动结

有些商场也经常利用节庆日推出诸如“五一大酬宾”
“国庆大优惠”

束后的调查统计表明，折扣抵价券的使用率达到近 ８７％，远远高于

等活动，
但直接将特定节假日与商品降价联系在一起显得过于勉强，

其他商场同期折扣抵价券的使用比例，达到了预定的促销目标。可

也很难让消费者信服。有些商家则是借“清仓大处理”
、
“换季大酬

见，打折促销中注意把握消费者的“代价”心理是非常重要的。

宾”之名行打折之实，仍然是让消费者一眼看破的下策。福建某市

事实上，
在消费观念日趋成熟的今天，
直接简单的打折促销往

１９９９年遭受了一场罕见的暴雨袭击，
当地一家商场迅速抓住这一时

往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商场在设计自己的打折方案时，一定要考

机，与电台电视台取得联系，说明公司愿低价为被大水围困的居民

虑到与其它各种促销形式结合，尽可能避免“价格归因”
，上述几个

提供排水堵漏用具和雨具，并愿送货上门。这一信息通过电台电视

案例中，打折促销都是与其它促销活动结合使用的。

台数次播报，
订货电话纷至沓来，
既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
又实现了打折促销的目的。
巧设代价“陷阱” 消费者取得某种商品（服务）付出的代价
越大，对获得的产品（服务）越珍惜和重视，当然这里的“代价” 实
际上只是商家有意识设计的一个
“陷井”
，
即让消费者通过投入少量

总之，
商场要推出打折促销活动，
事先一定要充分考量消费者
的心理和行为，寻找良好的“理由”和时机，方能设计出妥善的促
销方案，让消费者欲罢不能，商场也能赚得盆满钵满，以有效地提
高打折促销的接受程度，尽量降低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商场打折，请给消费者一个理由。

的时间、精力来获取价格折扣，从而提升价格折扣在消费者心目中

经过几年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现状仍不容
乐观。市场支撑乏力，投资主体定位偏差，缺乏专
业人才以及国外业内机构大举压境，
使我国的风险
投资业危机重重

另 类

风险

文·兰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太原重型机械学院

王 强
王学军

虎，偏向虎山行”的胆识与勇气。在国外，风险投资的风
风险投资可以说是本世纪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风险投
资顾名思义就是有风险，风险投资需要的就是“明知山有

险主要体现在对新产品、新技术、新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
上。但在中国，风险投资还有着另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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