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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首次授权中国电商平台发售商品

际先进水平；﹝二﹞人工智能整体核心基础能力显
着增强，开源开发平台初步具备支撑产业快速发展
的能力；﹝三﹞智能制造深化发展，重点工业领域
智能化水平显着提高；﹝四﹞人工智能产业支撑体

2017 年 11 月份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

系基本建立，产业发展环境更加完善3。

零售额同比增长 5.2%
根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2017年11
月份，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同比增长5.2%，
增速相比上年同期提升了4.6个百分点，相比今年10
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1。

腾讯、京东将投资唯品会 8.63 亿美元
12月18日，腾讯、京东和唯品会共同宣布，三方达

毕马威、魅力惠：中国零售业正在发生变革

成最终协议，腾讯和京东将在交易交割时以现金形

千禧一代是增长的关键

式向唯品会投资总计约8.63亿美元。根据股权认购

12月12日，毕马威和魅力惠发布《中国的网购消费
者》调查，对3004位中国内地消费者的回答进行分
析。调查显示，网购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中国全国性
的消遣，77%受访者表示网购是他们最喜爱的休闲
活动。千禧一代中几乎十分之九每周网购超过一次，
有80%预期在未来一年网购会更加频繁。有31%的
千禧一代预期在未来五年的收入将会大幅增加，因
此他们必将成为中国零售业非常重要的一环2。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
通知
12月14日，工信部印发了《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
规划中提到，通过实施四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20
年，一系列人工智能标志性产品取得重要突破，在
若干重点领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四项重点任务包
括：﹝一﹞人工智能重点产品规模化发展，达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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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腾讯和京东将认购唯品会新发行的A类普通
股，认购金额分别约为6.04亿美元和2.59亿美元。
该交易将在近期完成，届时腾讯和京东将分别持有
唯品会7%和5.5%的股份。在签订股权认购协议的
同时，腾讯和京东分别与唯品会达成了战略合作协
议，腾讯、京东和唯品会将于交易交割后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根据战略合作协议，腾讯将在其微信钱
包界面给予唯品会入口。京东也将会在其手机APP
主界面和微信购物一级入口的主界面接入唯品会，
帮助唯品会在京东渠道上达成一定的交易额目标4。

阿里巴巴联手中国联通打造智慧生活体验店
12月15日，阿里巴巴与中国联通联合打造的“中国
联通智慧生活体验店”在上海正式开业。顾客可以
在店内体验到包括AR购物、云货架、天猫精灵等在
内的新零售领域最新技术产品。“中国联通智慧生
活体验店”通过阿里“零售+”和联通的系统对接，
基于“智慧门店”的一整套产品和技术体系，全面
重构品牌体系、营销渠道和场景服务，将线下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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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线上多维度数据进行匹配，实现线上线下同
款、同价、同库存，用户可以自主选择发货到家或
自提商品5。

北京冬奥组委首次在天猫平台开特许商店
12月15日，北京冬奥组委正式于天猫开设其唯一授

百度华为战略合作：共建开放的内容和 AI 生态
12月21日，百度与华共同宣布达成全面战略合作，
未来双方将在互联网服务和内容生态、AI平台和技
术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深入合作，共同构建多赢的移
动和AI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应用，为消费者带来人
工智能时代的智慧生活体验9。

权的特许商品店铺，店铺名为“北京2022特许商品
官方网店”，消费者可通过该平台浏览和购买包括
纪念徽章、冰雪运动服装配饰、文具等几十款冬奥
会特许商品。据了解，今年1月阿里巴巴成为奥运会
官方“云服务”和“电商平台服务”合作伙伴6。

天猫计划在未来两年建 1000 家智能母婴室
天猫智能母婴室在北京大红门银泰百货落成后，银
泰决定与天猫合作在全国51个门店复制。天猫表示，
未来两年内，天猫将与母婴产品品牌商共建1000个
智能母婴室，覆盖范围除了百货和购物中心，还会
包括超市、酒店、机场和火车站等公共场所7。

京东物流推出“快递到车”服务
近日，京东物流与中国电动汽车初创品牌蔚来达成
战略合作，为蔚来ES8用户提供“快递到车”服务，
这一功能将于明年上半年在蔚来ES8交付时同步启
用。未来消费者在京东购买商品时可以选择“快递
到车”服务，通过车辆定位，被授权的快递员可以
在无钥匙的状态下打开汽车后备箱，在限定时间内
将包裹放入汽车后备箱10。

苏宁目标到 2020 年实现各种业态的店面突破
2 万家
12月19日，苏宁控股集团在南京召开发布会，宣布
“苏宁智慧零售大开发战略”，表示在未来三年，
在目前全国4000家左右的店面基础上，到2020年

“佛罗伦萨小镇”奥特莱斯落户成都

明年将

打造线上平台

实现苏宁各种业态的店面突破2万家和2000多万平

12月13日，中国第六家“佛罗伦萨小镇”奥特莱斯

方商业实体的目标。据介绍，苏宁的线上发展已从

在成都正式开幕，它将成为首个面向西南地区的意

原有的家电3C扩张到母婴、超市、百货、家居、生

大利风情大型国际名品折扣购物中心。该项目一期

鲜、汽车等全品类。未来，苏宁将加速结合线下的

拥有35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吸引了包括Brooks

不同场景，如开设红孩子母婴馆、苏鲜生超市、汽

Brothers、Furla、CK、Tommy Hilfiger、Nike、

车超市等品类专业店，也可以结合城市核心商圈，

Adidas、I.T、Folli Follie等近120个品牌。此外，

开设购物广场；在社区开设苏宁小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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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小镇” 还将在明年1月份上线线上平台，

超市的重要入驻场景14。

希望以此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另外，目前重庆
“佛罗伦萨小镇”正在筹备中，预计2019年开业 11。

H&M 将于 2018 年春季入驻天猫
永辉生活预计在 2018 年将新增 1000 家店

12月15日，H&M集团宣布与阿里巴巴开启战略合
作，旗下核心品牌H&M和H&M Home将于2018

永辉超市旗下社区生鲜便利店“永辉生活”即将在

年春季入驻天猫，这也是H&M集团在中国除官网外

12月30日迎来第200家门店。2017年将一共新开

首开官方线上渠道15。

166家“永辉生活”门店。永辉表示，永辉生活的
开店速度在2018年还将继续加快，预计在2018年

京东联合《妖猫传》及 Jonathan Riss 推出联

将新增1000家店12。

名合作款商品

家乐福上海北京试行线上线下生鲜售卖模式

12月18日，京东联合陈凯歌导演的奇幻大片《妖猫
传》、法国知名艺术家兼设计师Jonathan Riss共同

今年12月，家乐福网上商城在上海和北京地区尝试

推出联名合作款商品。该系列启售共计6款，且每款

了一种新的生鲜售卖模式：预售龙虾和生蚝。消费

仅限量200件。京东于2017年11月正式推出JDX计

者可以在线上购买鲜活龙虾和原箱生蚝，生鲜食品

划，持续与一系列国际知名潮牌及设计师品牌合作

由加拿大及法国空运到港，每周末发往消费者家中。

推出跨界合作联名款，这些系列都将会被标上JDX

据了解，家乐福网上商城不仅自建APP平台，还和

的全新logo并在京东平台独家首发16。

O2O平台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合作，以便消费
者随时随地可以享受家乐福的线上购物13。

京东联手中海地产建百家无人超市

森马服装成立两家子公司布局国际市场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12月19日称，公司将分
别投资1亿元港币（约合人民币8500万元）和500

12月14日，京东集团与中海地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万元人民币，分别成立两家全资子公司——香港森

将利用双方优势在全国主流城市建设数百家无人超

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森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市。根据此次京东与中海地产的合作内容，京东将

据了解，此次成立的香港森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旨

从店面补货、仓储物流、技术解决方案输出等方面

在在香港地区开展业务，并以此布局国际市场；而

为中海地产提供支持，此外，未来还可能将京东到

投资设立上海森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也在于进一步

家的众包物流能力对外输出；而中海地产所拥有的

推动公司品牌国际化运营17。

住宅、写字楼等地产和物业资源，将成为京东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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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k Lam 携手京东进军中国市场
纽约时尚品牌Derek Lam首次进军中国市场，在京
东集团旗下的Toplife网站开设旗舰店。目前已经有
多个国际品牌进驻Toplife网站，其中包括Emporio
Armani, Rimowa和Tod’s。Derek Lam在Toplife
开设的全新网店将销售品牌最新的女装系列和鞋履
系列18。

Gucci 首次授权中国电商平台发售商品
日前Gucci在时尚博主gogoboi自己创立的微信商
店“不大精选”商城上独家推出圣诞假日系列限量
款。在周末的两天时间内，Gucci独家特供限量款迅
速售罄。值得关注的是，这是Gucci首次授权中国电
商平台发售商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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