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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零售市场
商务部：10 月 5000 家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同
比增长 4.5％

1. 从明年1月1日起，延续实施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现行监管政策，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
不执行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要
求，而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
2. 将政策适用范围从之前的杭州等15个城市，

据商务部监测，2018年10月，全国5000家重点

再扩大到北京、沈阳、南京、武汉、西安、

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4.5％。分业态看，网购

厦门等22个新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城

平台销售额同比增长25.1%，便利店、购物中

市。非试点城市的直购进口业务可参照执行

心、超市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6%、6.5%、

相关监管政策。

4.5%，专业店、百货店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3%和0.7%1。

3. 在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清单内商品实行限额
内零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按法定
应纳税额70%征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享受

欧睿国际咨询：2030 年中国出境游客将达 2.6

优惠政策的商品范围，新增群众需求量大的

亿人次 超美成为第一

63个税目商品。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

近日，欧睿国际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显示，到
2030年，中国游客的出境游人次将达到2.6亿人
次。这一数字到时将远远超过以1.59亿人次排在
第二位的美国。报告称，目前排名第一的仍是美
国，今年估计美国游客的出境游人次达到1.15
亿，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出境游1.1亿人次，中国
游客的出境游人次达0.975亿2。

品限额上限，将单次交易限值由目前的2000
元提高至5000元，将年度交易限值由目前的
每人每年2万元提高至2.6万元，今后随居民
收入提高相机调增。
4.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支持跨境电商出口，研
究完善相关出口退税等政策。
5. 按照包容审慎监管原则，依法加强跨境电商
企业、平台和支付、物流服务商等责任落
实，强化商品质量安全监测和风险防控，维

电子商务行业
国务院延续和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政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延续和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政
策并扩大适用范围，扩大开放更大激发消费潜
力；部署推进物流枢纽布局建设，促进提高国民
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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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3。

京东第三季度净收入 1048 亿 同比增长
25.1%
11月19日，京东集团发布了2018年第三季度业
绩。期内，京东集团净收入1048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25.1%；净服务收入为10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9.4%。京东集团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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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持续经营业务净利润为30

发平台。接下来，淘宝全球购还计划在东大门创

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10亿元人民币。交易总

建线下直播基地，消费者可通过直播实现边看边

额同比增长30%，达到3948亿元。截至2018年9

买。淘宝方面表示，本次合作只是淘宝直播海外

月30日，过去12个月的活跃用户数由2017年9月

直播基地布局的开始，未来，淘宝直播将对外输

30日的2.663亿增加至3.052亿4。

出直播能力，针对海外不同市场的特点，建立不
同类型的直播基地，提供人员培训，定制节目，

京东全球购更名“海囤全球”

活动会场等支持7。

11月19日，京东正式将旗下全球购品牌全面升级
为“海囤全球”。海囤全球将专注原产地直购模
式，加强自营直采、京东配送优势。与品牌升级
相伴随，近一年来，业务也在采购销售、品质管
控、物流配送、售后服务四个方面持续升级。自

百货及购物中心行业
银泰百货于厦门建设首个新零售商场

2018年开始，京东先后在日本、韩国开设直采中

11月19日，福建首家银泰百货正式在厦门美岁天

心，并筹备在北美、欧洲、澳新等地开设直采中

地揭牌。从今以后，厦门国贸股份全资子公司美

心 5。

岁商业与银泰商业集团成立合资公司，负责经营
厦门国贸旗下相关商业项目，并共同开拓福建市

中免集团与阿里巴巴签署合作协议
11月20日，在阿里巴巴集团杭州总部，中国免税
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备忘录。此次战略合作内容涉及阿里巴
巴旗下飞猪、阿里云、支付宝、菜鸟物流等多个
业务线，未来双方将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携
手打造免税新零售、旅游购物领域新模式6。

场。这将是银泰百货在新零售全国布局上的重要
一步。未来，银泰与美岁将在数字化会员、商品
数字化、场景改造等多方面发生“化学反应”。
美岁商业，是一家拥有创新基因的零售企业，旗
下“免税商场”，开行业先锋，赢得顾客喜爱8。

天虹首家微信支付智慧零售标杆店在深圳开业
日前，天虹把旗下位于深圳天虹總部大廈的
3019sp@ce超市升级成为微信支付智慧零售店，

淘宝全球购成东大门 Queen’s Square 在国
内电商中的新品首发平台

这也是微信支付与天虹联手打造的首家智慧零售
标杆店。 门店体现了天虹和腾讯合作的智能实验
室最新成果，借助微信支付等一系列智慧化工

据淘宝方面消息，11月16日，淘宝和韩国东大门

具，推出了到家、扫码购、人脸支付等服务，打

Queen’s Square正式宣布启动合作，淘宝全球

造全流程数字化零售场景体验9。

购成为Queen’s Square在国内电商中的新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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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超级市场及大卖场行
业
沃尔玛发布 2019 财年第三季度财报：中国市
场总销售额上涨 4.3%

物美推出 11 家全新升级品超市
11月21日，物美品超市11家全新升级门店北京开
业。物美new mart品超市是物美集团在2015年
新成立的新形态超级购物品牌，以“品味生活，
享受购物”为理念，旨在为顾客创建精致、舒适
的购物环境。 作为物美集团旗下的生活超市，升

11月15日，沃尔玛发布2019财年第三季度财报

级版品超市主要经营生鲜、食品、清洁及部分日

（截至10月31日），前三财季营业收入3756.12

用百货，服务于身边的社区消费者，提供高品

亿美元，同比增长3.17%；盈利29.83亿美元，同

质、低价格的商品，并提供线上下单送货到家的

比下降61.19%；其中，第三财季营业收入

便捷服务12。

1248.94亿美元，同比增长1.39%；盈利17.1亿
美元，同比下降2.23%。单就中国市场而言，沃
尔玛第3季度的总销售额增长4.3%，可比销售额
增长2.2%。生鲜依旧保持强劲势头。山姆会员商
店的会员消费热情持续高涨，中秋节期间，山姆
会员商店实现可比销售额增长12%10。

京东超市首度对外公布战略

服装行业
德国奢侈滑雪服品牌 Bogner 进军中国市场
德国奢侈滑雪服品牌Bogner于11月10日开设了
中国区的首间门店。新店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
礼县的太舞滑雪小镇，面积164平方米。新店是

近日，京东集团首次对外公布了京东超市的

根据“Modern Natural”（现代自然）概念店

“L.E.A.D”（引领）战略。这一新战略包括四大

进行设计，它将每周连续营业七天。崇礼县是中

举措，分别是：“全链无界（Leverage

国最大的滑雪胜地，而太舞滑雪小镇将会是2022

Boundary-less Retail）”、“全面赋能

北京冬奥会项目主场。Bogner目前在全球共有

（Empower Partners）”、“全速增长

19间自营店，33间合作店，同时进驻50多个国家

（Accelerate Growth）”以及“全量共建

的6500多个销售网点。它在亚太区（中国，日

（Drive Traffic）”。四大战略的内容基本涉及

本，南韩，台湾，蒙古和澳洲）有超过100个合

到京东超市业务的各个方面，主要核心点包括：

作伙伴13。

加速与零售龙头实现“三通战略”，开放全供应
链资源赋能品牌商，打造无界工厂提升物流效
率，继续拓展延伸商品品类，聚合流量渠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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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行业

婴童产品行业

宜家拟 3 年内投资 20 亿欧元于中国开新店

母婴服务平台宝宝树 11 月 27 日在港上市 最

宜家将在未来3年内投资58亿欧元在全球市场中

多募资 22 亿港元

开设新店，除了传统的宜家家居零售店外，这些

11月15日，母婴社区平台宝宝树公布其在港交所

新店还包括集购物中心、家居宜家办公楼、宜家

上市及全球发售详情。股票将于11月27日在港交

创意公寓和酒店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全球

所开始交易，拟募资约17.02亿-22.03亿港元

城市综合体项目在这项3年计划中的投资额占比

（约合15.08亿-19.52亿元人民币）。据公司资

为30亿欧元，而中国就占了20亿欧元。这笔投资

料显示，宝宝树营收增幅正在放缓，2016年和

将用于上海、长沙和西安3个城市，除新建城市

2017年，宝宝树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5.09亿元

综合体项目外，也会对现有项目进行翻新14。

和7.29亿元，年营收增幅分别为154.5%和
43.2%；2018上半年营收4.08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12.65%16。

玩具行业
冯氏零售成为玩具反斗城亚洲的最大股东 计划
加码中国市场

17

11月16日，玩具反斗城亚洲宣布原母公司
Toys“R”Us，Inc.持有的85%股权已全部转让
给玩具反斗城泰姬集团有限公司的高级担保债券
持有人。同时，泰姬债券持有人和持有该公司约
15%股份的冯氏零售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后
者将增持玩具反斗城亚洲6%股权至大約 21%，
成为玩具反斗城亚洲的最大股东。同时，玩具反
斗城亚洲集团计划在中国大陆地区以每年新增45
至50家门店速度扩张。此次交易将把玩具“反”
斗城的亚洲业务从最终母公司 Toys “R” Us,
Inc.分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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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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