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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零售行业
国家统计局：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7.2%

76%，今年双11期间，苏宁超13000家门店全面
参战。家乐福中国累计销售达31.2亿，同比增长
43%。
小米：2019年小米双11全平台支付金额超61
亿，超去年的52.51亿元2。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10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3810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7.2%（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9%）。其中，限额以上单
位消费品零售额12322亿元，增长1.2%。按消费
类型分，10月份，餐饮收入4367亿元，同比增长
9.0%；商品零售33737亿元，增长7.0%。2019
年1-10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82307亿元，同比
增长16.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65172
亿元，增长19.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为19.5%1。

百度：双 11 下沉市场用户成新主力
11月13日，百度出台了《百度2019双十一大数
据报告》。报告显示，过去11年，双十一的用户
关注度持续攀升，但是增速趋于平稳。90后成双
十一主力。从双11人群关注增幅来看，一线城市
居民对双11的关注度增长幅度为30%；二线城为
35%；三线和以下城市居民对双11的关注增长幅
度超过了70%。主要电商淘宝、京东在此次双11
大促均集中于三线市场。值得注意的是，2019双
十一最受关注的十大电商平台，分别是淘宝、天

电子商务行业
2019 双 11 最终数据出炉 天猫交易额达
2044 亿元
阿里巴巴宣布，2019天猫双11成交额达到2684
亿元，同比2018年2135亿增长25.71%。物流订
单突破12.92亿，同比增长24%； 299个品牌成
交额过亿；通过天猫国际向中国销售的前十个国
家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德国，法
国，英国，新西兰，意大利和加拿大。
其他电商平台双11数据如下：
京东：京东11.11全球好物节11.1-11.11累计下

猫、京东、拼多多、苏宁易购、小米商城、唯品
会、当当网、小红书、网易严选3。

天猫双 11 上线“预售极速达”
据了解，今年天猫双11上线“预售极速达”，预
计90%以上的包裹能够实现当次日达。今年，部
分预售商品以包裹的形式，提前抵达作为“前置
仓”的丹鸟站点，配送距离一下子缩短到10公里
以内，大幅缓解大促期间分拨、运输、配送等压
力 4。

阿里巴巴正式确认香港 IPO

单金额达到2044亿元。

11月13日，阿里巴巴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苏宁：11月11日当天，苏宁全渠道订单量增长

提交初步招股文件，计划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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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阿里巴巴本次赴港上市属于二次上市。阿

Family）。家庭会员是在基础会员上升级而来，

里巴巴表示，本次IPO所募资金主要用于驱动用

增添了Super Box、亲子乐园免费畅玩、热映大

户增长及提升参与度。据披露，阿里巴巴已获准

片全家享、金融免息分期、免费停车等共计12项

在香港发行股票，募资额达150亿美元，预计最

实用功能。据悉，家庭会员是苏宁发力场景零售

早于香港时间11月20日定价，在11月25日开始

的重要一环，无论会员产生什么样的消费需求，

交易5。

场景零售均能在第一时间满足，承包一家人的衣
食住行。目前家庭会员费用为365元/年8。

腾讯第三季度总收入同比增长 21% 微信小程
序日活 3 亿
11月13日，腾讯发布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

拼多多未来 3 年将培育过百个年销过千万的进
口品牌

2019年第三季度腾讯收入972.36亿元，同比增长

11月7日，拼多多全球购负责人在出席进博会相

21%，经营盈利为258.27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关活动时表示，未来3年内，拼多多将引入一万

7%，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盈利203.82亿元，比

个国际顶尖品牌，培育过百个年销售额过千万的

去年同期下滑13%。截止至2019年9月30日，

进口品牌，实现以跨境直邮和保税商品为核心的

QQ月活跃账户数为7.31亿，同比下降5.5%；微

全球购业务年销售额超过2000亿元。据悉，本次

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为11.51亿，同

进博会期间，拼多多联合外高桥自贸区和中国邮

比增长6.3%。微信小程序的日活跃账户数已超过

政，共同推出了为进口商品提供一站式落地解决

3亿6。

方案的“进博宝”，帮助国际顶尖品牌迅速拥抱
国内5亿新消费人群9。

唯品会第三季度净营收 196 亿 活跃用户增长
21％
11月13日，唯品会披露了其未经审计的2019年

零售物流行业

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唯品会三季度净营收增至
196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0.0％。除了保持 28个

阿里巴巴 233 亿增持菜鸟

季度连续盈利外，唯品会总订单数为1.276亿，

11月8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通过增资和购买老

相比去年同期的9570万单增长33%。三季度活跃

股的方式，投入人民币233亿元，持有菜鸟股权

用户数增至3200万人，同比增长21%7。

从约51%增加到约63%。2017年9月，阿里巴巴
曾增资菜鸟53亿元，持有菜鸟股权比例从47%增

苏宁易购推出家庭会员，享 12 大权限

至51%，彼时还宣布未来5年将继续投入1000亿

11月10日，苏宁易购正式推出家庭会员（Super

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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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及购物中心行业
中国指数研究院：全国中小城市百个购物中心
租金收入同比涨 1.52％
11月9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了《2019中国中
小城市商业地产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监
测的重点中小城市购物中心租金水平整体呈现稳
中趋涨的态势，同比上涨幅度达1.52%，平均租
金为6.5元/平方米·天。预计未来，中小城市购物
中心租金水平亦将继续保持平稳11。

天虹双 11 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 68%
天虹今年双11线上销售创历史新高，11日当天整
体销售额同比增长68%、客单量同比增长90%。

作项目，据悉，最快在明年春节前就能在永辉全
国重点门店以及线上“永辉买菜”APP等全渠道
购买到来自澳大利亚品牌商品及其自有产品13。

盒马于第二届进博会寻鲜全球为“中国定制”
第二届进博会期间，盒马与意大利经济贸易促进
会、新西兰佳沛、都乐签订合作大单，与澳大利
亚、法国等20多个国家的采购商达成合作意向。
盒马通过进博会把“买买买”变成“盒马牌”，
进口商品从“卖到中国”到为中国消费者“量身
定制”，国内蓬勃的消费市场正在改变进口格局
14。

服装行业

线下超市方面，天虹到家的销售占比环比上升

工信部: 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前九月营收同比

24%；天虹到家小程序客单价上升70%。百货部

增 1.5％

分，天虹全国86家门店双11当天线上订单数及销
售环比增长382%、310%12。

11月11日，工信部发布公告称，2019年1-9月，
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13702家，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12,085亿元，同比增长1.5%；利润总额626

超级市场及大卖场行

亿元，同比下降1.6%；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服

业

1,143亿美元，同比下降4.5%15。

永辉超市与澳大利亚最大商超 Woolworths
合作
11月7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永
辉集团与澳大利亚商超Woolworths举行了签约
仪式，成为Woolworths在中国首家线下全品类
落地销售的零售渠道。未来双方将开展一系列合

中国零售及电商周讯

装产量183亿件，同比下降1.3%；全国服装出口

迪卡侬人工智能盘点机器人进博会首发 明年将
推广至全国
11月7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
法国综合体育用品零售集团迪卡侬，发布了全场
景RFID(射频识别技术)盘点人工智能机器人“迪
宝”。“迪宝”由迪卡侬投资开发，能在实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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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内进行产品自动盘点。目前，“迪宝”正在测

江、山东、湖北等地18。

试，迪卡侬集团计划加大投资，2019年底在上海

19

21家实体商场率先投入使用，2020年扩展至全国
迪卡侬商场16。

易改衣完成招商银行千万元融资 将用于线下覆
盖
近日，互联网高端改衣与半定制平台易改衣完成
招商银行一轮融资，公司将继续推进线上线下结
合的高端改衣业务，同时还将在三个方面继续升
级：第一，明年计划拓展服务的网点到100个城
市；第二，复制中央工厂的模式，在全国建立西
北、华中、华南等区域的中央工厂以承接更大业
务量；第三，横向拓展会员增值业务，包括已经
开始的高端定制服务、奢侈品皮具护理业务等
17。

化妆品行业
艾媒咨询：2019 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将实
现 4256 亿元
近日，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发布了
《2019-2024年中国化妆品电子商务行业发展模
式研究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2012年至2018
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呈稳定增长态势，年复
合增长率达8.0%。预计在2019年，中国化妆品
市场规模将实现4256亿元。其中，大部分化妆品
销售额来自线上消费渠道，化妆品网购的渗透率
从2014年的53.4%2018年提升至74.2%。广东地
区的网民最关注化妆品相关的资讯，其次是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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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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