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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支付、腾讯社交广告、绫致时装首次合作
推出人脸智慧时尚店
京东、网易、少海汇联合打造首个智能泛家居
公园

微信支付、腾讯社交广告与绫致时装集团达成合
作，在全国首次推出人脸智慧时尚店。两家分别

12月21日，由京东、网易、少海汇智能家居生态

位于深圳九方购物中心的Jack & Jones和广州白

圈等联手打造的首个智能泛家居公园INXpark在

云万达广场的Vero Moda人脸智慧时尚店均于12

北京发布。据了解，在INXpark智能泛家居公园

月25日开业。顾客可在智慧试衣间屏幕前“刷

中，每栋建筑都打造出一个个打通线上、线下的

脸”，绑定绫致会员并开通微信支付。当会员再

家庭场景，同时采用AI赋能和无人车、人脸支付、

次站在智慧试衣间前“刷脸”时，腾讯社交广告

机器人导购等黑科技。INXpark采用“厂家即商

团队将向会员展示个性化的时尚服饰搭配推荐。

家”的新模式，用户在园区订购商品后，订单将

结账时，会员用户可再次进行刷脸认证身份，并

即时发送到工厂进行生产，通过物流进行配送、

进行微信支付4。

上门安装。据悉，首家INXpark将于2018年在青
岛开业迎客，上海、重庆、济南、杭州、西安、
成都为第一批落户城市1。

京东将于重庆开幕其首家全球购跨境体验店

微信“官方精品店”上线
近日，微信上线了“官方精品店”功能，让商家
展示品牌精品。消费者可以在微信首页顶部点击
“搜一搜”，输入品牌名称搜索，就会显示该品

京东宣布将于重庆财富购物中心开幕其首家全球

牌的官方精品店。消费者想购物，可以在微信

购跨境体验店，这也是京东突破性地尝试将全球

“官方精品店”里点击页面，就可直达品牌官方

购概念实体落地的重大标志。由于京东物流的高

区。据悉，目前已开通“精品店”功能的大多是

效服务，6300平方米的商店将让当地居民亲身获

线下品牌连锁店，比如有耐克、星巴克、卡地亚、

得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品质产品2。

古驰、兰蔻、路易威登、万宝龙、施华洛世奇、
蒂芙尼、Zara等等5。

京东众筹体验馆开业
12月26日，由京东众创牵头打造的京东（宁波）
创新设计产业基地正式落户宁波和丰创意广场，
京东众筹体验馆也于当日正式开业。值得关注的
是，此次京东众筹体验馆内引入了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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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Ole’方面表示，Ole’的每一家新店不
会完全复制之前的店面情况，会根据门店周边的
商圈特色来选择增加场景式体验形式8。

京东签约中储 推进开放物流体系
京东物流与国内仓储行业企业中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仓储、运力、
物流科技、物流产品开发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实现物流设施资源、商家业务资源、信息系统资
源等的互补与共享，推进物流行业合作伙伴的共
生 6。

京东 7FRESH 将于年底前开业
京东推出的7FRESH生鲜超市首家门店将于12月
29日在北京亦庄大族广场正式开业。7FRESH营
业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店内经营模式与盒马鲜
生十分类似，主要商品以“食品类+半成品+快餐”
为主。据悉，7FRESH会有很大一部分面积做餐
饮，店内新鲜的海鲜、牛排等可以进行现场加工。
店内的所有商品都会在7FRESH的APP上售卖，
同时还提供门店周边3公里范围内最快30分钟送
货到家服务。7FRESH门店还采用感应投射商品
信息、智能购物车、悬挂链等黑科技产品，智能

天虹 sp@ce 首家独立超市深圳开业

购物车拥有两个功能，一是“跟随”，购物车可
以根据系统设置，跟随消费者行走，消费者不用

12月22日，天虹sp@ce首家独立超市在深圳市宝

手推购物车；二是“导航”，消费者可以在智能

安区石岩宏发世纪城开业。这是天虹超市首次在

购物车上输入想要选购的商品，购物车会带领消

天虹自有百货和购物中心以外的商业物业开店。

费者前往该类商品的陈列区进行选购9。

至此，天虹sp@ce门店数达到7家。未来，天虹
将加快独立超市开店的步伐，2018年，天虹在广

苏宁易购三家 SU FRESH 苏鲜生精品超市即将

东省计划开店不低于15家7。

开业

Ole’超市首个 “新零售”门店落地北京

苏宁易购旗下位于成都、北京、南京的三家SU
FRESH 苏鲜生精品超市，将于12月29日同时开

近日，华润万家旗下的Ole’精品超市在北京的

业。据悉，除了即将开业的三家外，苏鲜生此前

首个“新零售” 门店在合生汇开业，面积约为

已经落地了三家门店，首家开在徐州，另外两家

2500平方米，与其他门店不同的是，合生汇Ole’

位于南京和安徽滁州。据介绍，除常规商品外，

门店内引入了今年较火的“超市+餐饮”新零售

苏鲜生精品超市内还设有餐饮专区、鲜花专区。

尝试。门店引入了牛排、咖啡的现场制售与堂食

同时打通线上线下，消费者可在其官微或“苏宁

空间，并开辟了可供开展烹饪、品鉴课的“概念

易购”APP实现在线下单，覆盖范围内即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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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服务。据悉，苏宁无人店的刷脸支付技术，

最晚2018年底亮相12。

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推广至苏鲜生精品超市。2018
年，苏鲜生精品超市将新开50家线下门店，2020
年累计达到306家店，覆盖全国各大重点城市10。

欧时力母公司赫基集团申请 IPO
中国女装品牌Ochirly欧时力母公司赫基（中国）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日前正式宣布IPO。据赫基

海航供销大集旗下首家酷铺无人值守便利店海

集团公开的股票招股说明书显示，该集团将在上

口开业

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不超过12700万股，计划

近日，海航供销大集旗下首家酷铺无人值守便利
店于日前在海口海航大厦试营业。据了解，这家

募资32亿元用于新建356家自营门店等扩张项目
13。

酷铺无人值守便利店使用RFID技术实现智能结账。
店内主要售卖各种休闲零食及饮料，消费者可以
直接买走商品，也可以选择在餐饮和吧台区享用
11。

天猫银泰新零售项目 injunior 体验馆落地
继ONMINE零食馆、HOUSE SELECTION生活美
学馆之后，天猫和银泰的又一个新零售项目——

老佛爷百货拟成立国际发展部门 加速扩张中国
以及中东市场

“injunior潮童体验馆”落地杭州中大银泰城。
injunior的面积约为280平方米，定位“为0-8岁
的孩子提供产品与服务”。阿里大数据支撑

据悉，法国老佛爷百货将成立国际发展部门，加

“injunior潮童体验馆”智能选品。injunior经营

速扩张中国以及中东市场。另一方面，2017年8

团队会结合“天猫行业部门”城市数据与此前积

月，老佛爷百货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

累的消费数据选择品牌，三公里范围内消费者在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拟以联营模式在

阿里旗下平台的消费记录、品牌喜好等维度是重

上海陆家嘴中心L+Mall开设面积约2.31万平方米

要参考14。

的门店。该店也是老佛爷百货在上海的首家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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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da 在华启动电商平台
Prada在中国推出了首个电子商务平台，该网站
于12月19日上线，可让客户在线上购买成衣时装、
箱包、配饰、鞋履、香水和眼镜。公司表示，该
平台高度定制和本地化，将提供个性化礼宾服务
等选择，并与普拉达门店、社交网络和本地支付
方式整合，包括采用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和腾讯的
微信15。

Giorgio Armani 美妆进驻天猫
Giorgio Armani美妆宣布其天猫旗舰店开启预售，
并将于明年1月16日正式开业。这是欧莱雅集团
继HR赫莲娜之后又一入驻天猫的顶级品牌。据悉，
此次Giorgio Armani美妆天猫旗舰店共预售包括
唇妆、粉妆、香氛、护肤四大品牌的主力线产品，
共计47款，价格在310元至3200元之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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