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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零售市场
国家统计局：2019 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8.2%

2019）》。根据报告，截至2019年6月，中国网
民规模达8.54亿，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2.25亿，
占整体网民的26.3%，较2018年底增加305万
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7771.3
亿元，占全国网络零售总额的16.1%，同比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

21.0%，增速高于全国3.2个百分点。报告指出，

品零售总额29667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2%。

数字经济、乡村振兴、新模式新业态、消费升

按零售业态分，前三季度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

级、一带一路已成为打造农村电商“升级版”的

的超市、百货店、专业店和专卖店零售额同比分

五大新机遇3。

别增长7.0%、1.5%、3.8%和1.4%。前三季度，
全国网上零售额73237亿元，同比增长16.8%。

网易严选首进上海开设 Plus 定制店 将稳步推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7777亿元，增长

进线下布局

20.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9.5%1。

本土品牌崛起 消费者不再唯国外品牌是从

10月18日，网易严选首家Plus定制店亮相上海，
门店囊括线上1000+款热销单品，覆盖居家、个
护、饮食、户外等产品品类，并设置了专门的标
签，展示网易严选用户对商品的线上评价。网易

营销咨询公司Prophet日前发布的《中国最受欢

严选上海首店面积约为350平米，除了延续杭州

迎50大品牌》调查报告显示，昔日在中国市场无

品牌店的风格与智能化零售体验，还将承担起网

往而不利的外国品牌似乎在这一年遭遇了滑铁

易严选IP商品、热门新品的首发任务。未来，网

卢。苹果从2017年的第五名跌出前十；耐克从第

易严选将稳步推进线下布局，在杭州、北京、深

六名暴跌至第44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产

圳、成都等地开设线下品牌店4。

品牌的强势崛起，在上榜的50个品牌中，30个为
中国本土品牌，这一数字在两年前仅为182。

天猫、京东、苏宁、唯品会等双 11 玩法
天猫：将打造最省钱的双11。商品预售已在10月

电子商务行业

21日启动，消费者支付定金后就可以用折扣价购
买商品，享受购物津贴、领取购物券和红包。双
11当天将提供超过1000万款折扣商品，其中100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上半年农村网
络零售额 7771.3 亿

万款为天猫首次发布。天猫还将联动阿里巴巴系
内其他业态，引导消费者签到，获取更多优惠。

10月17日，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发布
《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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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实行三大战略，九大布局。“三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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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打造超级购物盛宴、供应链整合创新、下沉

仍面临供应链、信任度、合规化等问题6。

新兴市场。“九大布局”则包括利用5G技术、联
合旗下平台海囤全球、京喜，以及其他生活服
务、价格秒杀、全民互动、PLUS会员、新品、预
售等。

零售物流行业
京东数字科技与中储股份组建合资公司 聚焦智

苏宁：用“场景零售”做出差异化，打造1小时
场景生活圈，即在1小时内解决消费者生活的场
景痛点，让消费者省时、省力、省钱、省心。其
中包括实现全品类1公里30分钟达的“闪电配
送”，产品价格保证，还有提供家电、生活和包
裹服务等。

唯品会：主打“无套路”，开放2小时限量补
贴。唯品会将连同数千家品牌商简化购物过程，
消费者不用凑满、不用领红包、不用计算优惠
券，平台将直接呈现商品底价，并于11月10日晚
8点开放为期2小时的限量补贴。

拼多多：持续补贴用户。虽然拼多多并未公布双
11具体玩法，但按照拼多多一贯的策略，双11期

慧供应链
近日，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储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双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中储京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据悉，该合资公司将聚焦大宗商品流
通领域的智慧供应链服务，推进大宗商品供应链
协同平台落地，以数字科技推动大宗仓储业务模
式创新，提升行业内仓储货运的标准化和数字化
程度，提高大宗商品流通领域的供应链管理及协
同效率。这是2019年1月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之后双方合作的进一步落地7。

百货及购物中心行业

间还将对用户持续进行“百亿补贴”项目5。

广百、友谊两大集团重组成立广州商贸投资控
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2019 年社交电商市场
规模将突破 2 万亿
近日，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发布了《2019中国社
交电商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社交电商从
2015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2017年达到顶
峰，预计2019年市场规模达20605.8亿元，增长
63.2%。2019年曾经在社交电商消费的人数已达

股集团
据悉，广百、友谊两大集团实现重组，成立广州
商贸投资控股集团。二者重组整合是广州本地两
家体量最大的商贸零售企业实现互补、协同发展
的重要举措。实施重组整合后，“广百”和“友
谊”将继续保留现有商号。新集团经营规模将达
到350亿元，营业收入达150亿元8。

5.12亿人。虽然社交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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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三季度全国新增 120 家

（中国）有限公司。2017年12月，新华都与杭州

购物中心

阿里巴巴泽泰合资成立福建新盒科技，注资2亿

据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今年第三季度全国
新开业各类商业项目120个（不含专业市场、游
乐园、酒店及写字楼裙房，且商业面积≥2万
㎡），同比上涨了15 %，新增商业体量1,117.68
万方，平均商业体量9.31万方。新开商业项目
中，以涵盖零售、餐饮、超市、影院、儿童乐园
及其他生活服务的一站式中大型购物中心为主。

元，各持股50%。2018年9月，新华都将新盒科
技40.50%股权转让给杭州阿里巴巴泽泰。此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新华都不再持有新盒科技任何股
权11。

永辉超市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35 亿元

同比

增长 20.59%

从地区上看，华东贡献了56个购物中心，远远领

10月22日，永辉超市发布三季度业绩快报。报告

先于其他区域，其中上海的表现最为突出 (12个

显示，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35亿元，同比

项目) ，深圳则紧随其后 (7个项目)9。

增长20.59%；营业利润为16.6亿元，同比增长
84.11%；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亿
元，同比增长51.14%。永辉超市表示，营业收入

超级市场及大卖场行
业
盒马自有品牌占比超 10%

同比增长，一方面由于公司新开门店数量增加，
另一方面老店的营收也保持增长12。

可口可乐与京东超市达成战略协作
10月24日，可口可乐与京东超市举行2020战略

据悉，目前盒马已经初步形成了自有品牌的商品

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双方将共同在大数据技

体系，拥有近1000种自有品牌商品，涉及10多个

术、渠道整合、新品开拓、营销创新、智能供应

品类，自有品牌商品的占比已经超过10%。此

链等多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整合资源共同推动京

外，盒马还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小目标：自有品牌

东超市线上饮料品类发展13。

三年内达到全球零售领先水平，推动“盒马牌”
成为行业标准和新农业升级10。

新华都作价 1900 万售新盒科技 9.50%股权予
盒马
10月21日，新华都宣布以1900万元价格出售新
盒科技9.50%股权，买方为阿里巴巴控股的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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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行业
友阿与 7-Eleven 签订地区特许经营合同

首

家门店将于 2020 年春开业
10月17日，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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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湖南友阿便利超市管理有限公司与

拥有2600余家门店16。

“柒一拾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地区特
许经营合同，友阿将在湖南开发和经营7-Eleven
门店，7-Eleven将提供初始和持续的业务支持服
务。经允许后，友阿便利超市还能在湖南省开放
7-Eleven门店加盟。7-Eleven湖南首店将于2020
年春季在省会长沙开业14。

国资济宁城投收购如意科技 26%股份
10月18日，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宣布，国资背景的
济宁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已受让北京如意时
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如意科技26%股权，

服装和鞋类行业

股权转让价格为35亿元。交易完成后，济宁城投
将成为如意科技第二大股东。济宁城投还将为如
意科技 10月到期的19亿国内公司债提供全额不

拉夏贝尔旗下男装品牌申请破产
近日，拉夏贝尔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杰

可撤销的担保。这些举措相信能逐步解决如意集
团短期的债务偿还问题17。

克沃克（上海）服饰有限公司持续亏损，无法继
续经营，拟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鉴于本次
破产清算尚待法院受理并裁定，该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性。杰克沃克于2015年被拉夏贝尔收购，主

家电行业

要经营服装服饰品牌O.T.R. ，公司曾尝试多种重

国美零售公布今年双 11 玩法 倡导“先逛再

整方式，均未能解决当前的资金和经营困境。拉

买”

夏贝尔表示，已推行战略性收缩策略，未来将专
注发展核心女装业务15。

斯凯奇明年将在中国新增 900-1000 家门店 加
速扩张三四线

10月23日，国美零售正式公布了 “红包无门槛
十亿随便花” 的双11活动主题和活动细则，将提
供10亿红包、万件商品0元购等活动。据了解，
2019年国美加速推行 “家·生活” 业务，除传统
家电业务外，还提供整体家居解决方案、管家服

近日，斯凯奇中国区负责人预计，今年中国区仍

务、发展社交电商、布局下沉市场，以及提供其

将实现超强的增长。未来，公司将发力三四线城

他非传统家电服务。外界看来，本年的双11将是

市，以开超级大店的形式持续扩张，明年计划新

对国美战略转型的一次 “大阅兵” 18。

增900-1000家门店。斯凯奇的财报数据显示，
2018年全球销售总额达46.4亿美元 (约合328亿
元人民币)，其中中国市场销售额则达到141亿元

19

人民币，同比增长36%。目前，斯凯奇在中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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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