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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追加投资宝宝树

总体零售市场
国家统计局：2018 年 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 8.6%

苏宁：双11期间，苏宁易购全渠道销售同比增长
132%。其中，零售云门店达到1666家，销售同
比增长3308%；苏宁易购直营店达2400家，销
售增幅达84%；苏宁小店订单量环比日常报增10
倍；苏宁拼购订单突破8000万单4。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10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3553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6%，扣除

唯品会：唯品会双11大促开售24小时订单量超千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6%。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

万单，售出商品最多的品类是面膜、护肤套装和

费品零售额12479亿元，增长3.7%。按消费类型

女靴。此外唯品会小程序订单量超55万单。从地

分，10月份，餐饮收入4006亿元，同比增长

域维度上看，唯品会双11开售24小时后，累计下

8.8%；商品零售31528亿元，增长8.5%。2018

单前五的城市分别为成都、武汉、北京、广州、

年1-10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70539亿元，同比

上海5。

增长25.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4141
亿元，增长26.7%，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网易考拉：网易考拉双11全平台销售额达到去年

重为17.5%1。

同期2.4倍，美妆品类在对销售额中持续排名第
一，保健、个护增幅跑赢母婴消费6。

电子商务行业

小米：双11当天，小米新零售全渠道支付金额达

双 11 最终数据出炉

金额24.64亿的成绩。小米“AI+IoT”万物智慧

阿里巴巴：2018天猫双11成交额达到2135亿
元，同比2017年1682亿增长26.93%。物流订单
突破10亿 ； 237个品牌成交额过亿；通过指纹和
刷脸方式完成的支付占比达到60.3%2。

京东：京东11.11全球好物节11.1-11.11累计下
单金额达到1598亿元，同比增长25.7%。京东物
流仓配一体服务订单超过90%实现了当日达和次
日达；消费热情最高涨的地区是：广东、北京、
江苏、浙江、山东3。

到52.51亿元，远超去年小米在天猫旗舰店全天

互联产品持续热卖7。

拼多多：拼多多截至11日上午9点25分，平台
GMV超越去年全天。双11期间，平台总物流订单
数同比增长逾300%，农产品订单量超4000万
单。服饰、日化、3C为本次大促热门产品。拼多
多本次双11大促持续至11月16日8。

天猫“双 11”购买力前三的省份分别是广东、
浙江和江苏
天猫公布的数据显示，天猫“双11”购买力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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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浙江和江苏。广东以253.39

时就餐，从点餐、配菜、炒菜、传菜到用餐、结

亿元居榜首，同比去年增长25%。城市排名方

算，智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后台贯穿餐厅运营全

面，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深圳、成都、重

过程12。

庆、武汉、苏州、南京分列全国消费力排行前10
位 9。

腾讯三季度收入 805.95 亿元

蘑菇街递交赴美 IPO 最高募资 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4%

11月9日，蘑菇街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提交了IPO上市申请文件。招股书信息显示，蘑

11月14日，腾讯发布2018年三季度财报。财报

菇街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拟筹集最

显示，腾讯收入805.95亿元，同比增长24%；经

多2亿美元资金。据了解，本次赴美上市公司主

营盈利为278.61亿元，同比增长22%。截至9月

体名称为“蘑菇街”，股票代码为“MOGU”，

30日，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

主要包括旗下蘑菇街、美丽说、Uni等产品。

10.825亿，同比增长10.5%。腾讯继续保持在移

2019财年上半年（2018年4月1日-2018年9月30

动支付市场的领先地位，日均交易量同比增长超

日），蘑菇街总营收4.89亿元，同比增长1.9%；

50%，其中线下日均商业支付交易量同比增长

净亏损3.03亿元，去年同期净亏损为4.28亿元。

200%10。

截至2018年3月31日一年内，蘑菇街商品交易总
额（GMV）147亿元，同比增长24.6%13。

唯品会三季度净营收 178 亿元 同比增长
16.4%

美图将关闭自营电商

11月15日，唯品会披露未经审计的2018年第三

11月14日，美图公司自营电商频道发布公告称由

季度财报。财报显示，三季度当季净营收178亿

于平台业务调整，美图美妆业务将在2018年11月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4%。订单数达到9570

30日后停止运营，包括平台的商品、店铺、交易

万，同比增长29%。归属股东营收为2.287亿元

等功能14。

人民币。活跃用户数2650万，同比增长11%，用
户复购率85%，复购客户订单占比96%。截止
2018年9月30日，唯品会超级VIP会员数达到230
万，环比增长21%11。

零售物流行业
国家邮政局：11 日全国处理 4.16 亿快件

首家京东 X 未来餐厅落地天津
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11日当天全国主要电商企
11月10日，首家京东X未来餐厅在天津正式开

业全天共产生快递物流订单13.52亿件，同比增

业。该餐厅面积近400平米，最多可容纳100人同

长25.12%；全天各邮政、快递企业共处理4.1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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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同比增长25.68%，再创历史新高。预计11
月11-16日期间，全行业处理的邮件、快件业务
量将超过18.7亿件，比去年同期增长25%15。

京东物流在泰国接入 DHL、嘉里物流、日邮物
流
近日，京东物流的智能履约平台（Smart
Fulfillment Platform）在泰国与嘉里物流、
DHL、日邮物流三家物流巨头实现了系统的全面
对接并完成了订单洪峰的测试，共同为曼谷以外
地区的消费者提供更可靠、更快速、更全面的服
务16。

超级市场及大卖场行
业
沃尔玛中国成为区块链电子发票平台的第一家
大型零售企业
11月8日，沃尔玛中国宣布成为通过系统接入深
圳市区块链电子发票平台的第一家大型零售企
业。据了解，深圳区块链电子发票由深圳市税务
局携手腾讯成立的 “智税” 创新实验室打造出
的首个落地项目。沃尔玛和腾讯方面均指出，区
块链最大的优势在于通过信息的透明化提高，每
一个环节信息都有记录，不能篡改，能够有效规

百货及购物中心行业
银泰双 11 期间全国 59 店销售增长 37%
银泰百货公布，11月1-11日，全国59家店销售增
长37%，同店同比增长36.7%。杭州武林总店、
杭州西湖店、温州世贸店等13家门店双11当日销
售创历史新高。活跃数字化会员突破450万，同
比劲增2.25倍17。

避假发票，完善发票监管流程19。

国美与家乐福联手打造的首批 11 家“店中
店”落地
11月9日，由国美与家乐福联手打造的首批11家
“店中店”落地北京、上海、无锡、杭州等地。
据了解，国美在家乐福的“店中店”商品区囊括
了国美热销单品中的“大家电、3C商品、智能单
品”等品类。此外，国美在家乐福开设的店中
店，还将采用O2O的经营模式，消费者在购买店

2018 前三季度全国新开业奥莱项目 29 家
据中商数据统计，2018年1-3季度，全国新开业
奥莱项目29家，较去年同期开业38家大幅缩减，

内陈列的商品之余，还可在门店中通过线上选品
的形式，选择更多商品、型号，打破空间限制
20。

新增奥莱商业面积149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326
万平方米腰斩近半。该数字同样低于2016年同期
的30家和207万平方米18。

山姆会员商店在华推出“卓越会籍”
山姆会员商店近日推出“卓越会籍”，首次对会
籍进行分级，进一步突显了其为目标人群提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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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商品及服务的战略。“卓越会籍”在现有个

15%为国内生鲜产品。未来将进一步扩充，在形

人会籍基础权益上，增加了积分返券、高端齿科

成口碑及稳定流量后持续引入母婴、小家电等

服务、生活服务、网购免邮等权益，会员将得以

23。

根据消费需求和家庭生活习惯选择“个人会籍”
或“卓越会籍”，该举措是山姆入华20多年来在
会籍业务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反映了国民对
高品质消费需求的日益强烈，也预示着中国零售
业正加速进入精准化和差异化21。

永辉超市调整超级物种和永辉生活开店计划

婴童产品行业
阿里巴巴追加投资宝宝树
母婴在线社区平台宝宝树战略股东阿里巴巴（持
股比例9.9%）决定行使反稀释权，追加投资宝宝

永辉超市表示将对永辉生活及超级物种旗下新零

树，继续认购公司IPO（首次公开募股）额度，

售业态门店开店计划进行调整。永辉生活截至目

给予公司实质性支持。宝宝树于今年6月份申请

前的开店总数约400余家，从时间表上看，开店

在香港上市。招股书显示，宝宝树近三年的营收

1000家的年初计划完成有较大压力。超级物种开

分别为2亿元、5.09亿元、7.29亿元人民币。年

店计划也将从年内开店100家调整为开店总数100

度亏损为2.86亿元、9.34亿元、9.11亿元24。

家。永辉超市在其2017年报中经营计划中表示，
计划新开店为：Bravo店135家、超级物种100
家、永辉生活店1000家。而据永辉超市三季报数
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新开永辉生活店137家、

25

超级物种10家；报告期永辉生活店138家，超级
物种19家22。

“苏果优选”微商城正式上线
11月12日，苏果的全新社交电商平台“苏果优
选”微商城在试运行近一个月后正式上线。据介
绍，苏果优选定位“全球品质生活优选平台”，
瞄准对生活有品质要求的20-50岁的中青年人
群，以食品、生鲜、美妆、个护等高频消费品为
突破口，通过微信社交分享、团购、秒杀、签
到、砍价、拼团等营销模式引爆消费。目前平台
上线单品500余种，其中80%为海外优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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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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