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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零售市场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18 年时尚零售百强企

字化人才的大本营。在未来十年内，美团大学将
与国内1000所职业院校达成合作，带动1亿生活
服务从业者数字化发展3。

业总营收为 6516 亿元
近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2018年中国时尚零
售企业百强榜。百强企业总营收为6515.67亿
元，榜单中营收百亿元以上企业仅20家，周大福
珠宝、老凤祥和安踏体育位列前三。2018年中国
时尚零售百强企业呈现四大特点，分别是：普遍
企业以多品牌战略去获取市场份额和销售规模，
但挑战巨大；直营+加盟模式并举，深耕三四线
等市场；发力购物中心布局，重视奥特莱斯莱渠
道，时尚零售企业加速布局线下全渠道发展；线
上线下全面发展1。

苏宁金融研究院：90 后天生不羁敢花钱、潇洒
背后藏风险
10月16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了《90后人群消

电子商务行业
如涵在美遭集体诉讼
在那斯达克上市的网红电商孵化公司如涵控股在
美国遭遇多宗集体诉讼，主因是该公司被指在招
股说明书中存有虚假、误导性声明或未披露的资
讯。律师事务所Bernstein Liebhard LLP 在声明
中指，在如涵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时，公司的网店
数量已下滑近40%，全服务网红数量也减少近
44%，因此来自全服务部门的净营收环比减少了
46%。截至发稿，如涵的股价为 5.79 美元，較
四月發行時已跌超過一半4。

京东数科收购聚合支付平台“乐惠”

费趋势研究报告》，剖析了90后的消费画像与消
费趋势。报告指出，90后人群敢于花钱，普遍注

近日，乐惠的运营主体乐惠(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重品质和服务，对新鲜事务充满好奇，追求个性

发生多项工商变更，其中多位投资人退出，转由

化、多样化以及体验式消费。他们的消费新趋势

京东汇正(天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控股，后

包括：小众消费盛行、懒人经济崛起、产品故事

者则为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兴起、超前消费流行。但需要注意他们光鲜背后

司。相关信息显示，乐惠是一家专注于线下小微

的隐忧2。

商户服务，为其提供聚合支付的一站式云服务企
业。拥有15万商业、零售商户伙伴，业务范围覆

美团大学正式成立

盖全国重点城市5。

近日，美团宣布“美团大学”正式成立。美团大
学下设八大学院，涵盖餐饮、外卖、美业、酒旅
等多个生活服务品类，致力于成为生活服务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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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物流行业
菜鸟裹裹联合闲鱼上线“隐私寄”

10月11日，麦德龙集团宣布同意将其中国业务的
多数股权出售给物美。这一合作关系的内容将包
括把麦德龙在麦德龙中国的全部间接参股出售给
物美的一家子公司，其企业价值为19亿欧元。麦

10月16日，菜鸟裹裹宣布联合闲鱼全面上线“隐

德龙表示，未来将保留麦德龙物美中国合资企业

私寄”，这一服务升级面向所有闲鱼用户。消费

的20%股份。这项交易的完成有待监管部门的批

者在使用菜鸟裹裹“上门取件”寄出包裹时，选

准，预计最迟在2020年第二季度完成交割。双方

择开启闲鱼“隐私寄”服务，快递员上门取快递

约定，麦德龙中国未来将继续以“麦德龙”品牌

后，打印出来的面单将会隐藏寄件人部分地址，

保持独立经营，同时新合资公司总部将保留在目

更加保障交易安全6。

前的上海市普陀区8。

7FRESH 将联合 MUJI 开店

百货及购物中心行业

据悉，7FRESH将会联合MUJI开新店，面积大概
有7000-8000平方米。目前双方的团队已经组建

银泰百货 100%云化

成为首家全面上云的百

货公司

完成，联合团队未来会驻扎在北京。这个联合店
针对的人群会和MUJI一贯的消费群体有较高重合

近日，银泰商业CEO陈晓东表示，银泰百货已

度，强调简约环保。首店大概率会选择城市调

100%云化，成为中国首家完全架构在云上的百

性、风格本身比较适合的上海9。

货公司。得益于上云，目前银泰的交易峰值增长
20倍以上，但IT成本并没有上涨。而且，由银泰
创造性沉淀出的适用于百货业的“新商场商业操
作系统（MOS）”已经规模化复制到西安开元商
场、厦门国贸7。

达达-京东到家发布超市全渠道履约方案
10月15日，达达-京东到家发布超市全渠道履约
解决方案，助力商超解决来自多渠道订单的高效
履约。据悉，达达-京东到家研发的可支持全渠道
履约的系统已在永旺、华冠等商超门店推广部署

超级市场及大卖场行
业

中。系统能够适应不同模式门店的拣货、配送需
求的解决方案，助力商超实现全渠道订单1小时
送达10。

物美集团收购麦德龙中国 8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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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s 2011, Ltd. 按4560万港元转让2000万

服装行业

股公司股份予复星国际附属公司Startree BVI。

优衣库 2019 财年业绩：海外市场首次突破一
万亿日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复星将持有宝宝树24.67%股
份，成为宝宝树第一大股东。市场分析人士指
出，复星进一步增持宝宝树，一方面是看好中国

10月10日，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公布截至

母婴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宝宝树集团依然是

2019年8月31日止年度业绩，根据公告，2019年

中国最大最活跃的母婴社区平台之一，对复星来

优衣库实现实现营收2.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说，支持宝宝树发展，具有高效协同及战略投资

7.5%；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约1625亿日元，同

的价值13。

比增长5%。其中海外优衣库收益10260亿日元，
同比增14.5%，首次突破一万亿日元；当中大中
华区收益额达5025亿日元，同比增长14.3%。另
外，GU实现收益2387亿日元，同比增长
12.7%；两项业务推动了集团整体表现11。

奢侈品行业
Atelier Swarovski 正式入驻京东

开设中国

首家线上旗舰店
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将与中国服装初创企
业图郅合作

近日，由施华洛世奇打造的配饰系列Atelier
Swarovski正式入驻京东，开设中国首家线上旗

日本伊藤忠商事宣布将与中国的服装初创企业图

舰店。Atelier Swarovsk之所以选择京东，主要

郅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资本和业务合作，将活

是想要通过电商平台，触达更多中国消费者，特

用图郅开发的量尺寸APP，最早于2020年春季推

别是年轻消费者14。

出3D虚拟试衣服务。图郅是以香港理工大学纺织
与服装学院的研究人员为中心成立的初创企业，
位于深圳，开发出量尺寸APP “1Measure”。
只需使用智能手机拍摄2张全身照，就能通过该
APP快速、准确地测量出尺寸12。

Miu Miu 推出首个微信小程序快闪店
据悉，意大利奢侈品集团Prada正在加速布局中
国线上市场，继全面入驻奢侈品电商平台寺库和
电商巨头京东后，旗下的Miu Miu品牌于日前推
出微信电商小程序快闪店，主打品牌经典包款
Miu Confidential，该快闪店将于10月21日下

婴童产品行业
复星 4560 万港元增持宝宝树

线。据悉，Miu Miu于2014年进驻微信平台，此

成第一大股东

次快闪店的推出是Miu Miu首次试水小程序15。

日前，宝宝树集团发布公告称，Ten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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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MH 第三季度销售额上涨 11%

时装皮具

成增长动力来源
在截至9月底的前三季度内，全球最大的奢侈品
集团LVMH销售额同比大涨16%至383.98亿欧
元，其中第三季度销售额增长11%至133亿欧
元。在核心品牌Louis Vuitton和Dior推动下，时
装皮具部门第三季度销售额大涨19%至54.48亿
欧元，已连续12个季度录得双位数增长。LVMH
强调，尽管香港市场零售环境低迷，且集团有6%
的收入来自香港市场，但报告期内旗下品牌在美
国和欧洲以及亚洲其它地区的销售表现显著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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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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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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