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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行业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

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去年首破万亿大关 同比

施方案（2018－2020 年）》

增长 39.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10月12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发布《中国农

实施方案（2018－2020年）》，部署加快破解

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7-2018）》。报告显

制约居民消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体制机

示，2017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2448.8亿元

制障碍，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方案》提

人民币，同比增长39.1%。其中，农村实物类产

出了2018－2020年实施的六项重点任务:

品网络零售额7826.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 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

35.1%，占农村零售总额的62.9%。在农村服务

2. 完善促进实物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体系;

类产品中，在线旅游，在线餐饮表现尤为突出，

3. 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

对农村网络零售额增长贡献率分别为21%和

4. 建立健全消费领域信用体系;

17.2%。2018年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5. 优化促进居民消费的配套保障;

到632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4%3。

6. 加强消费宣传推介和信息引导1。

阿里巴巴合并饿了么与口碑
国家统计局：2018 年 9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9.2%

成立本地生活服

务公司
10月12日，阿里CEO张勇通过内部信的形式宣布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9月份，社会消费品

正式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整合饿了么和口

零售总额3200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2%（扣除

碑。张勇表示，两者的合并将成为阿里巴巴在国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4%）。其中，限额以上单位

内对消费领域的重要布局，覆盖餐饮及本地生活

消费品零售额12762亿元，增长5.7%。按消费类

服务等多个业务板块。口碑和饿了么在676个城

型分，9月份，餐饮收入3447亿元，同比增长

市服务商家达到350万。在饿了么的平台上，有

9.4%；商品零售28558亿元，增长9.2%。2018

66.7万的月度活跃骑手，拥有2.6亿用户，平均每

年1-9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62785亿元，同比增

个用户每年下单近20次；在口碑的平台上，月度

长27.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7938亿

活跃用户为1.67亿4。

元，增长27.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17.5%2。

百度外卖更名“饿了么星选”

主打高端外卖

及生活服务平台
10月15日，百度外卖正式更名为“饿了么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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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作为饿了么的子品牌主打高端外卖及生活

市，用户可享受全天6个时间段，任选一周内2小

服务平台。今年8月24日，饿了么正式合并百度

时时间段收货。同时，苏宁物流还宣布将在全国

外卖，收购完成后，饿了么随即公布了“双品牌

打造出28个“准时达”标杆城市，全力提升城市

战略”，即百度外卖主打高端市场仍保持独立运

内的覆盖面，迈向全区域用户准时收货8。

营，饿了么则瞄准中低端市场5。

京东物流正式上线个人快递业务
今日头条低调进军电商

10月18日，京东物流宣布正式上线面向个人客户

据报导，今日头条开始布局电商业务，上线电商

的快递业务。据悉，该业务前期在北上广开展，

APP“值点”。值点直接从品牌及品牌制造商采

随后将向全国扩展。服务类目以快递、物流为

购，剔除中间环节加价。目前“值点”提供产品

主，包括 “寄快递”、“批量寄”、“扫码寄”

覆盖服饰穿搭、生活百货、户外出行、健康养生

以及暂未开通的“语音寄”四个功能9。

等商品品类6。

阿里巴巴：银发族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10月16日，阿里巴巴发布《银发族消费升级数
据》，研究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消费行为；数据

百货及购物中心行业
天虹生活中心项目再落子深圳

发现，银发族的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涵盖美妆、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近日与深圳百姓市场管理

出境旅游及健康等方面的消费。于淘宝上，银发

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合作，以租赁模式就深圳市宝

族用户数目近3年来增长了1.6倍。根据支付宝数

安区新桥街道鸿荣源禧园项目签订了租赁合同。

据，相比起2017年，使用移动支付的银发族翻了

据悉，新项目共分为三层，总面积为1.3万平方

一番7。

米，定位为社区生活中心，将建成“便利购物+
休闲体验+生活服务”综合型业态。天虹生活超

零售物流行业
苏宁“准时达”覆盖全国 100 城

市sp@ce将进驻10。

东百集团与京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0月17日，东百集团与京东集团在北京签署战略

10月16日，苏宁物流宣布全面升级精准配送产品

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签署后，在商业零售方面，

“准时达”，升级内容包括扩大服务范围、打造

双方将基于各自独特的优势及资源，以商业实体

服务标杆、升级服务速度、拓展服务品类四大方

为基础、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大

面。升级后的“准时达”将覆盖至全国100座城

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实现线上与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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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有效协同与整合；在仓储物流方面，双方
将在物流设施战略布局协同、物流规划与科技方
面升级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强对线上
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的深度融合，深化
供应链合作11。

便利店行业
北京七部门出台措施办好便利店
近日，北京市商务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
工商局、市食药监局、市城管委、市公安局消防

英国高端百货公司 Liberty London 联手寺库

局等七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

进军中国市场

促进便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优化便

英国高端百货公司Liberty London表示与寺库签
署了独家协议。寺库将负责品牌在中国的独家代
理工作。通过这个合作协议，Liberty London将
可同步向寺库的超过2000万高端会员提供高档奢
侈手袋，皮具，礼物和文具。寺库则表示与
Liberty达成的协议将有助于加强公司的发展和丰
富它的高端产品内容12。

超级市场及大卖场行
业
物美明年主打小业态门店
在2019物美供应商年会上，物美集团COO许少
川透露，明年物美计划新开260家门店，其中160
家都是小业态门店。除了在实体门店方面加快步
伐，物美将联合多点Dmall在便利店业态中合作
推广自助购，消费者可以通过店内的多点自助购
设备自行扫码商品完成支付13。

利店发展环境。《措施》在六个方面，提出了19
条创新举措，包括：
1. 拓展发展空间，优化网点布局；
2. 加大资金支持，降低经营成本；
3. 推进“放管服”，简化注册流程；
4. 改革经营许可，创新监管模式；
5. 规范执法检查，提升服务水平；
6. 促进规范提升，培育品牌优势14。

服装行业
优衣库海外市场（包括中国）营收增长首次超
越日本
10月11日，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发布了2018
年度业绩报告，2017年9月-2018年8月期间，集
团总收益为21300亿日元（约1310.9亿人民
币），同比增长14.4%，经营溢利总额为2362亿
日元（约145.3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3.9%，实
现有史以来最佳业绩。其中海外优衣库事业分部
和日本优衣库事业分部取得溢利增长贡献最多。
而优衣库海外市场收益在这一财年也首次超过了
日本市场，经营溢利规模也扩大至与日本本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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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平。中国市场依然是优衣库业绩贡献主力

1.5亿，占到总人口的10.8%。今年以来，苏宁易

15。

购老年用户数量同比增长2%。这群老年用户中，
有92%的人喜欢通过手机下单购物18。

H&M 旗下的中高端品牌 COS 入驻天猫
10月16日，瑞典快时尚集团H&M旗下的中高端
品牌COS入驻天猫，这也是COS除官网外在中国
开设的唯一线上商店。目前，COS天猫旗舰店内
提供包括女装、男装和童装在内的多个品类。

奢侈品行业
Dunhill 在微信小程序推出购物功能

COS 正在中国加速扩张，除了在天猫开旗舰店，

英国男装品牌Dunhill在微信上推出在线网店。品

COS还将于上海静安嘉里中心开设全新旗舰店，

牌通过微信小程序推出了“秀款直购Shop the

并计划在北京、厦门和广州开设新店，截至目前

runway”功能，这使到微信用户能够购买品牌最

COS在中国内地拥有28家店铺16。

新时装秀的产品。微信小程序销售的产品包括专
属产品和每周新发产品。产品在中国境内72小时

家电行业

发货19。

意大利男装 CANALI 联手京东时尚

在华试水

国美拼多多官方旗舰店正式上线

高级定制

10月11日，国美拼多多官方旗舰店正式上线。国

10月11日，意大利男装CANALI与京东宣布合作

美拼多多官方旗舰店共上线127件商品，基本覆

计划。据了解，CANALI在京东平台独家推出

盖了包括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等在内的大

“京尊卡”业务，消费者可体验O2O高级定制服

家电品类。国美也同步在拼多多开设了“国美管

务，亦可享受到专人、专车、专线的送货体验。

家旗舰店”，为平台消费者提供家电售后服务

为凸显定制产品独特性，用户的姓名将会被绣在

17。

商标上。产品的定制周期约为6-8周，用户可以
二次到店试衣20。

苏宁报告：老年人爱买智能产品
苏宁易购和苏宁金融联合发布“潮生活”消费报
告，报告显示，当下老年人的生活越来越科技

21

化、时尚化，他们购买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单
反相机的热情已经超过45岁至60岁的中年群体。
2016年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已经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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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
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收集和分析有关全球采购、供应链、分销、零售及科技的市场信息。

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总部设于香港。研究中心借助其独特的关系网络和信息网络跟踪上述信息，重点分析中
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概况和未来趋势，以及撰写相关报告。研究中心透过定期出版研究报告及其他刊物与
世界各地的企业、学者和政府分享市场信息和独到见解。

冯氏集团是一间以香港为基地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作为集团的智库，亦为集团及其合作伙伴就进入中国市
场、企业架构、税务、牌照及其他政策法规方面的事宜提供专业意见及顾问服务。

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于 2000 年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