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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1月 1日至3日

第一波狂欢过后，林氏木业

全网累计售出家具379694

件，这正验证了林氏木业在

打造产品爆款率及尖刀爆

款策略的实际效果。

运用大数据对产品研

发进行指导，结合消费者多

元化需求，丰富家具产品的

风格和品类，并从产品颜

值、功能、体验、使用场景等

方面进行全面升级，正是林

氏木业的又一“必杀技”。

事实上，林氏木业一直

将目标用户群体定位为25

岁至35岁的年轻一代。根

据林氏木业的用户消费行

为分析，“80后”“90后”人

群逐渐成为家装产品的消

费主力。消费主力人群的

变迁，带动着市场喜好不断

更新。

李承泽介绍，早些年，

田园风家具很受市场欢迎；

近年，北欧现代风成为主流

的家装风格；现在，新中式、

轻奢等风格产品变得越来

越受欢迎。定制、整装也逐

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消费模

式，更多的消费者倾向于全

屋整装，拎包入住。

针对年轻人不断变化

的审美取向，林氏木业以大

数据描绘“消费者画像”，通

过对数据分析，精准洞察用

户喜好并以此决定产品的

研发方向。2019年，林氏木

业对受众进行用户画像，并

将其命名为“精置青年”。

“‘精置青年’是指，为

追求更精致的居住空间生

活方式而精打细算、精心布

置的年轻人，年龄在25至

35岁之间，居住在一至五线

城市。”李承泽说，这群人不

仅关注家具产品的性价比，

还对家具产品的颜值有着

多元化、个性化的要求。

为此，林氏木业每月都

会推出约225个全新单品，

全年推出的产品系列超200

个。除了常规家具，该公司

还研发出模块化床、麻将沙

发、星空床等创意单品，很

多都成为符合当下家居流

行趋势的爆款产品。

1分钟39秒破亿，9分5秒破2亿

……时间回到11月11日，林氏木业7

小时21分累计成交额达9.8亿元，追

平2019年“双十一”全天成交额。截至

11日晚24时，林氏木业天猫双11成交

额突破11.46亿元，拿下天猫双11住

宅家具类目销冠，同时也创下八连冠的

业绩。

后疫情时期，取得如此好成绩，背

后离不开企业前期的精心运筹及持续

革新。作为九江镇家具电子商务集群

的龙头，林氏木业是如何抢抓风口，带

动传统家具产业触“网”升级，推动家

具产业向高端化、规模化、集群化方向

发展？记者专访了林氏木业品牌部副

总裁李承泽，看该企业如何在数字化

转型之路前行，实现销量八连冠有何

“必杀技”？

上半年，不少家具品

牌的线下实体店因为受

疫情影响而陷入困局，林

氏木业也是如此。传统

家居行业有着产业链条

长、物流模式重、体验要

求高、客单价高而消费频

次低等特性。疫情暴发

后，工厂停工、运输停摆、

线下销售停滞、员工返岗

难等“堵点”无疑加大了

企业生存的压力。

统计显示，全国规模

以上建材家居卖场今年

一季度累计销售额为

934.6 亿元，同比下降

53.45%。

如何摆脱困境？林

氏木业选择“同舟共济”，

先后推出经销商援助计

划和供应链扶持计划，保

障了供应端的健康成长、

缓解了经销商受到的冲

击，一举“疏通”了上下游。

在疫情暴发初期，出

于防疫需要，物流运输面

临一定阻碍。“围绕成交

后的发货问题，客服会与

客户提前沟通延缓配送，

客户方也会理解非常时

期的情况。”林氏木业品

牌部副总裁李承泽说，随

着疫情向好，物流运输逐

渐恢复到去年水平。

林氏木业能迅速回

暖的背后还有一股推力

——独特的新零售模式：

线上线下结合，并各有侧

重，线上销售、线下体

验。即便线下业务受到

一定影响，林氏木业一季

度依旧保持高速增长势

头，整体目标完成率达到

117.64%。

线下零售受冲击的

同时，也助推了“宅经济”

暴发式增长。今年1月

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额

达40176亿元，同比增长

4.5%。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

到来，凭借新零售商业模

式，线上流量不断导向线

下。“我们线下门店在3月

基本实现百分百回血；在

5月份，线下门店销售业

绩已经反超线上。双十

一期间，林氏木业继续通

过数据计算实现线上电

商到线下门店的双向导

流，打通销售、制造与物

流等多个环节，构建起数

据流动的闭环，用精准营

销与饱和交付，构成了企

业稳固的护城河。”李承

泽说。

11月1日~3日，林

氏木业直播间累计观看

人数超36.57万人次，互

动量达45万，直播成交

占比约占5%，助力双11

大促流量转化成交。打

造线上营销新场景，林氏

木业仓储实力的优势也

让经销商及消费者通过

网络尽收眼底，家居行业

的创新营销也被再次重

新定义。

“家具消费虽然是大

件、且相对低频，但它是

刚需消费。目前消费需

求是被抑制了，但疫情过

后，这波需求还是会来

的。”在李承泽看来，企业

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如何

去应对疫情，也要提前做

好布局迎接未来市场和

竞争。

在新的流量分发机

制下，短视频与直播变

成了品牌新的发力端

口。推动全公司线下业

务接入淘宝直播，正是

林氏木业的全新探索。

但与传统家居企业不同

的是，林氏木业似乎更

为聚焦，摒弃了许多家

居企业盲目追求撒网式

达人种草的曝光模式，

而是选择按节点按需求

有针对性和头部主播进

行高效爆破。

双11期间林氏木业

日均直播16小时，与粉

丝用户即时沟通拉近距

离，整点不间断发放现金

红包、优惠券、家具小礼

品等福利活跃直播间气

氛，有效促进用户在直播

间下单购买。

“我们携手全国403

家新零售门店推进直播

常态化，并在总部打造

‘人生仓库’直播间，以极

大的优惠力度和海量货

品直面反馈消费者，从销

售数据看，这一步是正确

的。”李承泽说。

以往林氏木业虽有

涉及直播，但线下业务并

未完全接入直播，今年加

大对线上直播的投入力

度后，成效显而易见。以

3月开展的门店家装直播

活动为例，林氏木业全国

243家线下门店联动直

播，参与直播间观看互动

累计41.3万，共撬动业绩

高达5883万元；4月，林

氏木业牵手淘宝直播一

姐薇娅直播带货，成交金

额突破了3100万元，共

销售24000多套家具产

品。

为适应这一变化，

该公司还针对全国线下

门店开展一系列直播业

务培训，鼓励每个门店

都培养一名“直播达

人”，在线上推广门店为

线下引流。目前，该公

司有超过 2000 名员工

投入了直播。

“直播确实能带来实

在的销量增量。”李承泽

表示，如今，直播已逐渐

成为林氏木业常态化运

营板块。以人力团队为

例，林氏木业已专门针对

直播做人力招聘与储备，

并设立专门团队保证线

上曝光率。

林氏木业天猫双11成交额突破11.4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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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双11’是有史以

来竞争最为激烈的，各大品

牌都加大营销力度。”李承

泽表示，林氏木业也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投入“双11”促销。

在大手笔大力度的活动

政策下，面对蓬勃的市场消

费需求，消费者对交付期望

也越来越高。针对这一问

题，林氏木业在9月初就开

始排兵布阵，定期与供应商

确认真实产能，提前将双11

订单交付给工厂生产制造。

除了在天猫、京东、苏

宁、唯品会等电商渠道上发

力，今年林氏木业选择联动

403家新零售门店参加双十

一活动，这意味着消费者线上

线下都能参与优惠活动。

以经营质量与用户体

验为驱动，今年林氏木业在

订单取消率、消费者购买体

验、收货时效性，安装配送

后端服务等方面下足功夫，

通过DSR评分管理系统实

现对线上线下门店进行可

量化的指标考核，实现数字

化管理，以便及时跟进门店

客流维护，致力于提高用户

体验满意度。

“我们会继续捍卫“双

十一”住宅家具品类冠军的

地位，更多关注经营质量与

用户体验。”李承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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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

图/珠江时报记者钟梓泓

■11月11日凌晨，仅用了9分5秒林氏木业天猫店销售额就突破了2亿。

■11月10日晚，在林氏木业总部，700多名员工守

在电脑前不停敲打着键盘，迎战“双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