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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零售市场

电子商务行业

商务部：前三季度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额同比增

拼多多股价暴涨 12%

长超过 30%

网四强

10月29日，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了2019年前

10月24日，拼多多美股收盘暴涨12.56%，报

三季度全国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情况。前三季度，

39.9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市值达到464亿美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呈现以下特点：

元。京东周四股价跌0.13%，报30.72美元，市值

1. 消费内容和渠道呈现双升级。B2C模式占比达

报448亿美元。拼多多超过京东成为中国第四大

市值超京东成中国互联

78%。智能化、个性设计、文创产品等销售额

互联网公司，仅次于阿里巴巴（4492.39亿美

增长迅速。智慧化门店和体验式场景受到消费

元）、腾讯（3888.19亿美元）和美团（655.72

者广泛青睐。

亿美元）2。

2. 农村电商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前三季度全国农
村网络零售额达1.2万亿元，同比增长
19.7%。
3. 跨境电商推动外贸提质升级。跨境电商零售进
口额同比增长超过30%。从产地国看，自日
本、美国、韩国进口额排名前三，占比分别为
20.5%、14.9%和10.8%。从品类看，化妆
品、粮油食品和日用品进口额排名前三，占比
分别为34.6%、27.6%和13.8%。

美团 APP 小程序上线
近日，美团APP小程序上线，这是继微信、支付
宝、百度、今日头条等9大小程序平台后，第10
家加入“小程序之战”的平台。目前，美团小程
序上线的案例是墨迹天气以及一些小游戏。美团
点评拥有4亿活跃交易用户数和580万商家，上线
小程序对市场的影响不言而喻3。

4. 电商与社交融合蓬勃发展。社交、直播、内容
电商已成为电商市场重要新业态，围绕社交互
动、内容分享的电商新生态模式正逐步形成。
电商与社交融合激活中小城市和农村消费市
场，已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1。

零售物流行业
京东物流与国际物流巨头 Agility 签署合作
加速国际化
10月29日，京东物流与国际物流巨头Agility签署
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在海外跨境
电商、国际物流体系建设以及物流技术交流等方
面展开积极合作。根据备忘录内容，京东物流与
Agility将在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等四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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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极具潜力的电子商务市场展开电商和物流合

同比增长1.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作，同时京东物流也将帮助Agility及其合作伙伴

8.47亿元，同比下滑14.33%。从业态来看，王府

扩展在中国的电商业务，提升供应链效率4。

井前三季度的百货、购物中心营业收入149.59亿
元，同比减少3.04%；奥特莱斯营业收入32.1亿

菜鸟驿站刷脸“秒取快递”

已服务百城

近日，菜鸟驿站宣布“秒取快递”服务已在全国
百城上线，刷脸、扫码等科技让用户在取、寄包

元，同比增长24.03%7。

苏宁易购广场 3.0 版本上海开业

裹时提效50%。据了解，菜鸟驿站利用高拍仪贯

11月1日，上海五角场苏宁易购广场正式开业，

穿包裹管理系统、云监控系统等，实现秒取快

这也是苏宁收购万达百货和家乐福中国后，整合

递。目前，使用刷脸取件服务最多的城市分别是

各方资源推出的最重磅项目。苏宁方面表示，这

上海、深圳、杭州、北京和广州5。

是苏宁易购广场的3.0版本——最初的1.0版本是
家电卖场，提供O2O服务的是2.0版本，现在则
是综合业态的3.0版本，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丰富的

百货及购物中心行业
老佛爷百货上海旗舰店开业

预计到 2025 年

中国门店达 10 家
近日，全球知名百货老佛爷百货上海旗舰店正式
开业，是老佛爷百货在中国的第二家店。该店位
于陆家嘴中心L+Mall，共有2.5万㎡的购物空
间，设有四层零售区域和地下一层餐饮区域，超

体验场景能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8。

超级市场及大卖场行
业
家乐福中国发布履约中心

实现前置仓升级

过215个品牌入驻。其首席执行官宣布，未来将

近日，家乐福中国表示，将在南京、上海的部分

进一步扩大中国业务，到2025年中国门店数量预

门店上线“履约中心”，实现前置仓的全面升

计最多可达10家，目标未来中国市场年营收达到

级。并且“履约中心”还将接入家乐福小程序和

10亿欧元6。

苏宁小店APP及第三方平台。预计在年底前，全
国210家“履约中心”将全部完成建设和上线9。

王府井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194.01 亿

同比增

长 1.06％
10月29日，王府井披露2019年三季报。根据公
告，前三季度王府井实现营业收入194.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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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2019年第三季度，销售额和客流较第一季度
增长均超过20%，其中，O2O销售额占比已超过
30%；扫玛购的交易量提升超过40%。据悉，沃
尔玛社区店于2018年4月开设第一家门店，目前
在广东地区拥有8家门店，单店整体面积保持在

便利店行业
全家推出自创 IP 主题店

首批门店落地上海、

成都

600-1000平米左右，提供商品种类约6000多种

近日全家在上海与成都两地同步推出了

10。

“Biang!Biang!喵”主题店。Biang!Biang!喵是
象征全家便利店形象的吉祥物，也是全家去年推

Trustdata: 每日优鲜 APP 月活首破千万

成

生鲜赛道头号玩家
近日，第三方数据咨询公司Trustdata发布
《2019年第三季度移动互联网行业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生鲜电商稳步发展，每日优鲜以逾千

出的自创IP，并结合这一形象推出了文具、零
食、U盘、充电宝、积木等自有品牌商品。在此
之前，全家和罗森都曾推出过不同类型的主题
店，各品牌便利店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抢占年
轻消费者市场13。

万的月活用户稳居第一，盒马鲜生、叮咚买菜、
大润发优鲜则位居2-4名。根据报告数据，女性
用户占据了每日优鲜整体用户的七成，而18-40

服装行业

岁的用户占比超过80%，这些移动购物习惯已经
养成、更看重家庭生活品质的人成为了生鲜电商
购物的主力军11。

快时尚三季度开店 54 家 ZARA 北京核心商圈
撤店、优衣库、H&M、MJstyle 加速扩张低
线城市

天猫超市、淘鲜达、大润发将于双 11 启动

据悉，包括H&M、ZARA、优衣库、MJstyle、

“三端联动”

无印良品、UR、C&A、GAP在内的8个快时尚品

近日，天猫超市宣布，今年天猫超市、淘鲜达和
全国的大润发门店将打通新品渠道和品牌福利，
为消费者带来新的体验。这意味着逛超市囤货的
传统渠道和场景限制将被打破。过去半年，天猫
超市一直在探索天猫超市、淘鲜达和线下商超的
“三端联动”，响应消费者需求。在今年天猫双
11，这种融合线上线下的效果将进一步提升12。

牌，三季度在内地共新增54家门店（不含升级重
开门店），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约36%。据
报，ZARA于9月连关了两家北京核心商圈撤店—
—北京来福士中心店、王府井新东安店。同时，
三季度快时尚品牌在低线城市加速扩张。其中，
优衣库、H&M、MJstyle下沉趋势较明显14。

太平鸟前三季度净利润为 2.07 亿元

营业收

入突破 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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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鸟新近披露的三季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通过专业团队、专业选址、独立的线下供应链和

太平鸟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7

线下运营来实现稳步发展。此外，京东未来将在

亿元，营业收入50.03亿元。其中线上业务表现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开设不同面积的超

亮眼，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4.28%，第三季

级体验店，并在三线城市以“一城一店”的方式

度单季度同比增长超过30%。整体上看，太平鸟

开设体验店17。

整体销售回暖，2019年前三个季度营业收入同比
增速分别为-4.46%、1.99%和9.55%，呈现逐季

苏宁易购发布三季报：1-9 月营收突破 2000

提升的良好态势15。

亿
10月30日，苏宁易购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报
告。报告显示，今年1-9月，苏宁易购实现营业

化妆品行业

收入2010.09亿元；归母净利润119.03亿元。 商
品销售规模达到 2759.01亿元，其中线上平台商

华兴资本：年轻消费群体带动化妆品消费

品交易规模1714.37亿元，同比增长24.27%。截

近日，华兴资本发布美妆行业的行研报告。报告

至9月30日，苏宁易购拥有各类自营及加盟业态

指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化妆品市场。当前超过

店面8407家，苏宁易购零售体系注册会员数量达

7成线上化妆品市场由 80/90 后撑起，主流目标

到4.7亿，较年初新增6300万。报告期内，苏宁

消费者正快速从 70 后向 80/90 后转移。而化妆

易购年度活跃用户数同比增长48.29%，苏宁易购

品市场增速主要由二、三线及以下低线城市贡

线上实物商品订单（不含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

献。值得注意的是，90后消费者主要通过社交平

同比增长61.83%18。

台和电商平台推荐来了解新产品、新品牌16。

奢侈品行业

家电行业
京东首家超大型电器超级体验店落户重庆

奢侈品电商寺库入驻苏宁拼购
将

于 11 月 11 日开业

10月28日，苏宁拼购宣布已与奢侈品平台寺库达
成合作协议，后者正式入驻苏宁拼购，通过社交

10月24日，京东宣布首家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重

电商为消费者带来新的奢侈品消费体验。目前寺

庆店将于11月11日当天开业。据悉，这是首个

库已完成入驻流程，11月1日，寺库将首次参与

5G信号全覆盖的科技体验店。按照京东家电的计

超级拼购日，给苏宁用户带来“拼购价”的奢侈

划，将成立线下事业部来推进超级体验店项目，

体验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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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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