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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而二三四线地区和农村的银发族（”50

总体零售市场

后”人群）是运动消费增速最高的人群，年消费

国家统计局：2019 年 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8.0%

金额增长达到53.3%，这个数字要高于90后人
群。“银发族”参与的运动项目丰富多彩，除了
广场舞外，还有瑜伽、垂钓、跑步等3。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11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3809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0%（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9%）。其中，限额以上单
位消费品零售额13965亿元，增长4.4%。按消费
类型分，11月份，餐饮收入4964亿元，同比增长
9.7%；商品零售33130亿元，增长7.8%。2019
年1-11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94958亿元，同比
增长16.6%。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6032
亿元，增长19.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为20.4%1。

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消费下行压力明显

四

五线城市增速领跑
12月17日，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发布了《2019
基于京东大数据的中国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报

苏宁小店、苏宁零售云独立成为子集团
近日，苏宁透露，2020年苏宁将重点加大智慧零
售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将新增各类互联网店面
10000家，新增科技、物流等领域基础设施投入
将不低于400亿元。此外，在苏宁新的组织架构
中，苏宁小店、苏宁零售云独立成为子集团。据
悉，零售云店已经突破4400家，而苏宁小店将与
家乐福供应链逐步融合4。

电子商务行业
京东到家双十二销售额低线城市同比增长 8.7
倍

告指出，当前消费下行的压力较为明显，以四五
线城市为代表的下沉市场消费是当前中国经济的
一大亮点，其消费增速领跑各线级城市，体现出
强大的消费潜力。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电商在下
沉市场的不断发力，县域地区的消费表现上佳，
是中国消费市场的另一亮点2。

天猫报告︰下沉市场银发族年运动消费额增

12月12日，根据京东到家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双十二大促期间，京东到家销售额同比去年增长
了1.2倍，家居家装、纺织用品、进口商品、个洗
清洁、母婴用品和家用电器的销售额同比增长均
超过2倍。京东到家三线及以下城市销售额同比
去年增长了8.7倍，主要由商超数字化转型、全渠
道发展及“小镇青年”的消费升级需求带动5。

53.3%
京东新通路 2020 年目标新增一万家门店
12月16日，天猫发布的《2019运动消费趋势报
告》显示，天猫平台的运动消费年增速已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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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京东旗下为中小企服务的B2B2C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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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新通路宣布，2020年将在便利店、母婴店、

务及一系列电商直播解决方案9。

烟酒店、餐饮店、无人货架等领域，开拓一万家
门店，在门店形象标识、门店管控、设施配置、

口碑饿了么 2020 年将为 50 万门店安装“数

服务标准、商品采购、物流配送六方面全面统

智中台”

一，提升消费体验6。

苏宁拼购公开招募 C2M 企业

12月18日，口碑饿了么宣布，2020年将为50万
门店安装独立的“数智中台”。这些门店将覆盖
国际餐饮巨头、区域知名品牌和广大中小商户。

近日，苏宁拼购发布了2020年C2M招标公告，计

据了解，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对本地生活行业

划在12月月底前，向全国优质制造商招标一批

的赋能，解决本地生活行业面临的流量见顶，经

C2M反向定制的包销商品，以满足用户个性化、

营成本居高不下，数字化升级难等痛点10。

多样化的需求；同时，苏宁集团也将扶持中小型
制造企业转型，提升其品牌价值。扶持政策包括
金融扶持、物流扶持和产业集群扶持7。

零售物流行业

腾讯耗资约 8419 万美元再次增持唯品会

京东物流全面投用东莞“亚洲一号”

据悉，腾讯在今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期间增

12月18日，京东物流全面投用东莞“亚洲一号”

持唯品会股票，共花费约8419万美元。据美国证

一体化智能物流中心。据悉，这是目前亚洲规模

券交易委员会（SEC）文件显示，今年3月，腾讯

最大的一体化智能物流中心。东莞亚洲一号建筑

对唯品会已进行了一次增持，共斥资4341万美

面积近50万平米，单日订单处理能力达到160万

元。增持的背后，与唯品会今年稳健增长的态势

单，自动立体仓库可同时存储超过2000万件商

有密切联系8。

品。据透露，未来两年京东物流还将陆续投用近
20座亚洲一号，实现全国核心城市全覆盖11。

腾讯发力电商直播 计划 2020 年促进百亿销
售额
近日，腾讯看点直播宣布推出“引力播”计划，
目标是在2020年内助力微信平台上10万商家获取
用户、完成商业变现，并扶持超过1000家商家通

超级市场及大卖场行
业

过直播电商模式突破1000万的年成交额。据了
解，看点直播是一款直播小程序，面向微信体系
的内容创作者和商家，旨在为其提供在线直播服

中国零售及电商周讯

京东 7FRESH 即将推出创新业态“七范儿”和
Mini 版七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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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京东7FRESH的创新业态“七范儿”，首

司总出资额的30%和10%。合资公司将有助于打

家门店将于12月24日开业。七范儿是针对白领人

造“服务+零售+情景体验”的全新零售模式，探

群打造的全新业态，提供美酒美食体验的社交空

索零售与家装业务的合作协同，并通过家装业务

间，例如一日三餐、美酒、甜品、水果零食、鲜

带动后端零售消费14。

花花束、美妆日用百货等；同时还将提供干洗衣
物、手机充电等便利服务。七范儿还会组织各种
团餐party，周末还有大咖分享会等社交活动。而
京东7FRESH的Mini版七鲜生活也将于12月20日
正式营业，瞄准社区商业市场。七鲜生活线下门
店全天24小时营业，线上1.5公里范围最快半个
小时送达，目标是满足周边社区家庭的厨房及餐
食场景的需求12。

卜蜂莲花于无锡打造首家社区化购物中心

奥特莱斯行业
赢商大数据：越多商业项目转型为城市奥莱
据赢商大数据监测，2015年至2018年，国内共
有15家、共94万㎡的存量商业项目转型为城市奥
莱，转型而来的项目占新增城市奥莱的数量及体
量的比重逐年升高，分别由2015年的18%及14%
上升至2018年的52.6%及50%。显示在商业空间

12月19日，卜蜂莲花的一个全新的业态——无锡

过剩、竞争加剧以及消费客群整体年轻化的趋势

莲花广场正式开业。莲花广场是社区化购物中

下，部分百货或购物中心面临被顾客抛弃的危

心，集购物、休闲、文化、娱乐健身于一体，总

险，于是积极转型奥莱以求自救15。

体量近4万平方米，汇集了卜蜂莲花精品超市及
其他80多家知名品牌，种类齐全。同时运用了AI
智慧系统、猫酷会员管理系统等互联网和数字化
技术。据悉，无锡莲花广场的开业，反映了卜蜂
莲花业务在长三角地区的重大调整13。

家居行业
MUJI 商标官司败诉

联华超市同意出资 300 万人民币建立合资公司

日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无印良品侵犯商标

以探索零售与家装业务合作协同

权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判株式会社良品计画及

近日，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旗下附属公
司联华华商与好美家、进念佳园订立有关拟成立
合资公司的合资协议。根据合资协议，联华华商
同意以现金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占合资公司总
出资额60%，好美家和进念佳园同意分别以现金
出资人民币150万元和人民币50万元，占合资公

中国零售及电商周讯

其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棉田公司、北京无印良品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在天猫“无印良品MUJI
官方旗舰店”和中国大陆的实体门店发布声明以
消除侵权影响，并赔偿棉田公司626,000元。尽
管败诉，此次判决只针对北京棉田所拥有的24类
商标，包括棉织品、毛巾、床单、枕套和被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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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MUJI还拥有各类别上的‘無印良品’商

品消费联盟链”，该联盟链目前主要以寺库及其

标权16。

他合作方共同提供相关溯源信息上链，用户和合
作伙伴都可以通过使用这个链来查询相关商品。
据悉，未来寺库将通过正品鉴定数据、AI鉴定识

婴童产品行业

别技术，与Ultrain的区块链溯源技术相结合，让
奢侈品鉴定实现“一秒验真假”19。

宝宝树将在日本设合资公司
12月16日，宝宝树宣布将与日本东京首都电视台
（Tokyo MX）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在日本成立

20

合资公司，而宝宝树将与日本品牌拓展中国的新
女性、新家庭消费市场17。

奢侈品行业
MCM 中国首家概念店开幕
12 月 12 日，MCM 全新概念店在北京新开的购
物中心 SKP-S正式开业。该店也是继德国慕尼黑
旗舰店、美国比弗利山庄及日本东京银座概念店
之后首次落位中国。整间概念店延续了品牌一贯
的简约设计风格，并为Z世代以及千禧一代的消
费者提供沉浸式体验空间，展现品牌文化、工艺
与创新设计。MCM将在概念店内完整呈现品牌
2020春夏系列产品及MCM x A BATHING APE
联名系列18。

寺库加码区块链
12月11日，奢侈品电商寺库集团宣布区块链技术
再升级，并与区块链基础设施技术平台Ultrain超
脑信任计算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搭建“全球奢侈

中国零售及电商周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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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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