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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恩：全球个人奢侈品销售额创历史新高

32%来自中国

动。据了解，目前，由工商总局、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网
络市场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合督查
组，将在双11前实地调研指导京东商城、亚马逊、

环球蓝联：中国游客推高欧洲 2017 年前 9 个
月免税品购物额
购物退税服务集团环球蓝联表示，中国游客在2017

当当网、聚美优品、1号店、携程网、苏宁易购、途
牛网、阿里巴巴等，以了解双11企业开展网络集中
促销活动和风险防范措施准备情况，针对问题进行
行政指导3。

年前9个月令欧洲的免税购物额大幅增长11%，一举
扭转了去年的跌势。很多中国游客在外国旅游时都

阿里巴巴把双 11 这一“中国现象”推向世界

会购买鞋履，衣服和手袋等高端产品。来自中国的
免税品顾客占整体销量的28%1。

在2017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新闻发布会上，阿里巴
巴CEO张勇指今年双11不单纯是消费者的双11，也

2017 全球支付报告：中国非现金交易达 381
亿
近日，凯捷、巴黎银行联合发布了《2017年全球支

是商家、全社会的双11，双11已经变成了每个人的
节日。阿里的愿景是，把产生于中国市场的“中国现
象”(双11)推向世界，他指消费者、商家是没有国界
的4 。

付报告》。报告预计，从2015到2020年，全球数
字支付交易量平均每年增长10.9%，2020年将达到

阿里巴巴公布双 11 品牌出海项目

近7260亿笔。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新兴市场的
交易量预计将增长30.9%。报告指出，在非现金交
易量的十大市场中，中国攀升至第三，交易量为
381亿。由于农村地区数字支付计划的采用率较高，
支付服务用户(PSU)从现金转移到移动支付，导致中
国在2015年崛起增长了63.2%2。

日前，阿里巴巴宣布双11 “百大中国品牌出海计
划”，除了线上渠道外，线下门店的“新零售”模
式也将成为本次双11重点之一。据悉，本次中国品
牌出海计划包括海澜之家、太平鸟、波司登、李宁
等在内的100家中国品牌。在今年天猫双11期间，
这些中国品牌将依托天猫已建立的全球线上线下一
体的全渠道优势和物流、支付、大数据等全方位技
术能力，将其海量商品和服务高效延伸到全球超过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5。

国家工商总局：不得限制商家参加其他平台促
销活动
11月2日，国家工商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要求各
地加强网络市场监测监管规范双11网络集中促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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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双 11 将多开设 30 家店
进入11月，京东的双11大促正式开启。作为京东践
行新零售的体现，京东目前已在线下开设了130家
京东之家和京东3c专卖店，并将在11月11日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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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到160家。这也意味着，在未来10天内，京东将

动，相较于去年有5%的认知度提升，同时有超过7

多开设30家店6。

成的受访者表示会参加今年双11的促销打折。尼尔
森研究发现，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在今年双

京东到家旗下智能货柜覆盖主要一二线城市
京东到家近日表示，其无人零售战略业务智能货柜
已经进驻了腾讯、DHL等企业，并覆盖了北上广深
等主要一二线城市。京东到家的无人零售业务面向
企业，提供办公室日常零食、低温奶制品等，供企

11购买进口商品，其中来自一线城市，26-35岁的
消费者，已婚族，受教育水平大学及以上消费者，
及家庭月收入2万以上的群体意愿最高10。

石基零售与阿里巴巴投资签署框架协议

业员工扫描消费购得。对于智能货柜未覆盖到的商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拟

品品类，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在京东到家 APP 上下

将公司持有的旗下主要从事规模化零售信息系统业

单7 。

务的子公司股权整合至下属子公司石基零售，并引
入阿里巴巴战略投资。阿里巴巴集团子公司Alibaba

苏宁开始入局美妆电商
有知情人士指出，苏宁已经与某电商企业展开合作，
将在双11期间发展女性美妆业务，而合作将把重点
放在线上线下业务的结合。相关人员表示，苏宁发
展美妆业务是看好其前景，对于苏宁的长远发展无
疑是有利的8。

GfK: 京东成 3C 市场线上增长第一平台

Investment Limited（”阿里投资”）已与石基信
息签署框架协议，在石基零售重组完成后，拟收购
石基零售38%的股权，成为战略投资者，投资额不
超过5亿美元。据悉，石基信息主要从事酒店信息管
理系统软件开发和销售，系统集成和技术服务。阿
里巴巴入股石基零售后，双方将发挥各自专长，帮
助百货、商超、便利店、专卖连锁等多零售业态加
速数字化转型11。

市场研究公司GfK近日发布的《2017年3C核心产品
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技术消费品整体市场预计
将达到2.158万亿元。报告还显示，京东已成为引领
3C市场线上增长的第一平台。现时，京东于3C市场
的市场占比超过50%，销售额同比增长速度也已达
到35%9。

重庆百货前三季净利润增长近 27%
重庆百货公布的2017年三季报显示，1-9月，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242.53亿元，同比小幅下降4.75%；

尼尔森报告：超过 7 成的人会参加今年双 11
尼尔森发布的《2017年双11全渠道洞察报告》显示，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5.02亿元，同比增长
26.89%12。

面对各种电商购物节的打折促销，双11仍是最受消
费者青睐的电商节，有88%的受访者表示知道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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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y’s 中国快闪限定店登陆北京
10月27日至11月5日，美国连锁百货品牌Macy’s
快闪限定店首次进驻北京，在三里屯太古里打造全
新一站式购物体验，并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多元化的
美式生活理念。主展示区陈列了Macy’s精心挑选
的20多个品牌和逾百件单品。 此外，Macy’s还带

消息指，市场多方面的利好因素让Dominic希望借
力拓展中国市场。Dormeuil于1920年代推出了第
一款带织边的面料Sportex，随后又推出了羊毛面
料，由此品牌渐渐发展壮大15。

山东如意收购英威达服饰和高级纺织业务

来了以“花漾年华”为主题的潮流展示区和“街头

近日，山东如意科技集团宣布与美国聚合物及纤维

力量”为主题的潮流区。此次Macy’s还邀请了各

供应商英威达（INVISTA）签署协议，收购后者的

界人气博主，在双层互动区提供一系列精彩纷呈的

服饰和高级纺织品业务。交易预计2018年年中完成。

概念体验课程，如为消费者量身定制的彩妆及搭配

据悉，英威达拥有知名品牌LYCRA®、

指南等13。

COOLMAX®、CORDURA®、STAINMASTER®
和ANTRON®16。

便利连锁店好邻居被全资收购
便利连锁店Idea Thrive被投资控股公司China CVS
收购。China CVS由香港上市公司绿城服务集团、
北京鲜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上海安鲜达物流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为收购提供资金。 中国CVS
向Idea Thrive股东提供总计8400万美元的代价。
亚洲摩根士丹利私募股权公司控股的Idea Thrive以
好邻居为品牌经营连锁便利店14。

贝恩：全球个人奢侈品销售额创历史新高

32%

来自中国
10月25日，贝恩与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
Fondazione Altagamma联合发布第16版《2017
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
全球奢侈品市场整体规模将增长5%，达到1.2万亿
欧元。个人奢侈品市场销售额将创历史新高，达到
2620亿欧元，其中32%来自中国消费者。无论是本
土消费还是海外旅游购物，中国消费者购买的奢侈
品数量都在明显增加。贝恩亦预计，2025年全球个
人奢侈品线上销售将达到总销售额的25%，现在这
一比例仅为9%17。

法国奢华面料公司 Dormeuil 拟在上海开出定
制男装品牌店
法国奢华面料公司Dormeuil表示拟进一步拓展中国
市场，将在上海开出其旗下定制男装品牌店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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