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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共有 226 家“首店”进入上海市场
餐饮零售占比逾八成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天瑶）2017 年
共有 226 家“首店”进入上海市场，其中全
国首店 134 家，全市首店 92 家。中商数据
显示，这些首进品牌的业态占比方面，零
售占比最大，约 48%，其次是餐饮，占比
39%，生活儿童类共占比 8%，此外，运动健
身虽然占比不多，却是新兴趋势。
所谓“首店”，是指在行业里比较有
代表性的品牌或新的潮牌，在某一区域
开的第一家店。这些上海首店的业态构
成多样，有契合生活新时尚的手作体验、
跨界新零售、电商线下实体店；有推出沉
浸式体验的主题餐厅、以蹦极为主题的
新颖健身、运动健康等。记者注意到，细
数 2017 年上海开业的全国首店，包括休
闲娱乐业态、零售业态、儿童业态和餐饮
业态四大类，其中零售业态占比最高，其

次是餐饮业态。在零售大类中，新进品
牌中的服饰占比最大，约 28%，其次是美
妆和运动类，其他类别占比接近，丰富多
彩。
为最大程度吸引人气，
“首店”一般选
址在热点新开业购物中心、知名成熟购物
中心，或市中心核心商业街。大众点评的
首个线下体验中心就设置在正大广场内。
作为上海人气和商业的汇聚地，不少
品牌选择在浦东开设“首店”，去年底开业
的尚悦湾广场里就汇聚了多个品牌在华
的首家店铺，例如来自迪拜的专业箱包品
牌 SUSEN，在当地连续 10 年稳占销售冠
军、受到众多王室贵族青睐。
今年浦东也有一批“首店”已经排入
日程，其中最具重量级的是来自法国的顶
级百货老佛爷上海首店，最迟今年底开

业。该门店位于浦东南路 889 号陆家嘴
L+Mall 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总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据悉，门店周围 1 公里的范
围内拥有包括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等
44 栋办公楼，及汤臣一品、中粮海景壹号
等高端住宅区，覆盖白领客群 46 万人、高
档社区客群 16 万人。
此外，
“ 首店”亦集中在由线上转向
线 下 的 实 体 店 ，近 日 京 东 首 个“ 无 界 零
售”线下体验店选址于浦东“无国界生活
空间”——森兰商都。该门店将依托上
海自贸区“店仓一体”的独特优势，汇集
京东全球购的优势跨境商品和大数据甄
选特需商品，打造集场景消费体验、商品
互 动 体 验 、交 易 服 务 体 验 、无 人 科 技 体
验、线上线下融合体验于一体的“摸得到
的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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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国际引进 1.6 万个海外品牌
八成首进中国市场
本报讯 （记者 欧莉）日前 ，天 猫 国
际与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了
《2017 年度进口消费趋势报告》，报告显
示，截至 2017 年底，天猫国际共引进 1.6
万个海外品牌，其中八成以上品牌为第
一次进入中国市场。天猫国际总经理
刘鹏表示，
“中国正成为全球品牌大规
模全球化零售创新的‘试验田’
。”
截至 2017 年年底，天猫国际已引进

了全球 68 个国家和地区近 4000 个进口品
类 16400 个海外品牌，其中八成以上品牌
为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其中包括马来西
亚、以色列、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品类。与此同时，全
球品牌通过天猫国际以跨境进口电商快
速进入中国市场，包括梅西百货、Costco、
麦德龙、Aldi 等全球零售巨头。
业内人士表示，天猫国际、京东等电

新零售让年货
“鲜活”起来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天瑶）在新零
费者还可以通过扫码追根溯源。
“ 传统的
售的背景下，年货消费也发生了新变化， 年货大战，是以价格战为主，但是盒马的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拒绝囤货，对年货的需
核心是新鲜，所以我们的年货主题也是新
求转向
“鲜”和
“活”
。
鲜，不仅产品品质上具备差异化的优势，
年货消费是生鲜食品全年消费的制
而且价格贴近大众。”盒马鲜生上海区域
高点，记者走访新零售门店时发现，进口
的生鲜采购负责人佘咸平表示。
的鲜活海鲜成为新宠。记者获悉，春节期
市民还能通过新零售门店或者 APP
间盒马鲜生、宝燕市集将继续提供 APP
买到本地特色美食，比如梅子熏鱼、元宝
下单、最快 30 分钟送达的免费配送服务， 蹄、蛋饺、醉虾等上海人年夜饭餐桌上少
不用去酒店，大龙虾、帝王蟹就能“爬”上
不了的菜品，都可以新鲜下单新鲜送达。
市民的餐桌。针对春节家宴需求，盒马对 “现在不用一家老小齐上阵了，想买的都
部 分 商 品 进 行 升 级 ，例 如 特 别 供 应
可以送到家，这个醉蟹和酱牛腱都蛮有老
750-900 克/只的大号波士顿龙虾。
上海味道的。”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
为配合市民希望食物更健康更新鲜
根据菜鸟的数据预测，今年春节消费
的需求，春节期间新零售商家的蔬果蛋奶
者的购买热度持续上升，但囤积年货的趋
将做到每日新鲜供应。在盒马的“日日
势却在下降，
究其原因，
是消费者正逐渐习
鲜”货架，商品都是当日上架当日售卖，消
惯于随时买随时送的即时年货消费方式。

快递业进入
“春节模式”
电商配送
“不打烊”

商平台成为这些海外品牌在中国的分销
渠道，省去了海外企业在中国设立分销渠
道的成本，减轻了成本压力，同时也为他
们在中国建立实体店打下客户基础。如
美国大型连锁超市 Costco 就是借助天猫
国际入华，其策略是从进驻天猫国际，再
到天猫开设旗舰店，最后在华落地实体
店，如今前两步已经实现，实体店也已在
计划中。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天瑶）昨日，
家
住花木社区的林女士想退货时发现，
淘宝
的上门取件服务已经暂停，无法预约时
间，她打给平时经常送件的快递员，得知
对方已经回老家。记者了解到，
由于外来
务工人员密集，2 月起，浦东的快递业早
早进入
“春节模式”，部分小网点逐渐停止
揽件、派送时间也略有延迟。
记者登录电商发现，根据各快递公
司的送货安排，大部分网店已经进入暂
停发货状态，仅有值班客服在线回答问
题。虽然圆通、韵达、百世等多家快递
企业均表示春节期间不停业，会安排快
递员进行轮岗休息，保持各网点正常运
营，但实际上由于快递员陆续返乡，部
分网点已经进入收缩状 态 。 圆通浦东
某网点负责人告诉记者，该网点接单 2
月 10 日就已经结束，派送 2 月 13 日也会
停止，将在节后首个工作日之后逐渐恢

复正常。
作为快递界的
“劳模”，记者致电顺丰
快递得知春节期间将继续揽件，
但安排的
派送线路会减少，
时间上相较平常会略有
延迟。
为满足居民过年期间的购物需求，
很
多电商平台投入到
“不打烊”的大军中，
天
猫、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承诺将在春节
期间正常提供服务。
1 月 24 日，菜鸟宣布，天猫超市、天猫
电器城和天猫国际的物 流将继续不打
烊。同时，与物流合作伙伴一道，为菜鸟
联盟生态内数万名服务于
“天猫春节不打
烊”的快递员发放团圆基金。
京东的“春节不打烊”从 6 年前开始，
每年覆盖范围都在扩大。今年京东物流
将覆盖全国近 300 个城市、上千个核心区
县，涉及中小件、大件、冷链、B2B、跨境和
众包 6 张物流大网。

百年老字号杏花楼首次出口

百丽宫影城 IFC 商场店、
保利国际影城上海世博店、
万达影城周浦店 3 家影院获得五星评级。

□徐网林 摄

上海首批 65 家星级影院出炉

浦东 3 家影院获五星评级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天瑶）近日，上
海首批 65 家星级影院出炉。15 家影院获
评 五 星 级 影 院 ，约 占 上 海 影 院 总 数 的
4.7%；20 家影院获评四星级影院，约占上
海影院总数的 6.3%；30 家影院获评三星
级影院，约占上海影院总数的 9.4%。
浦东共有 3 家影院获得五星评级，分
别是百丽宫影城 IFC 商场店、保利国际影
城上海世博店、万达影城周浦店。此外，

还有中影国际影城上海长泰广场店、SFC
上影影城八佰伴店等 5 家影院获得四星
评级，大地影院上海南汇店、海上明珠国
际影城联洋店等 8 家获得三星评级。
据了解，星级影院的评选标准分为 4
块，分别是设备与设施、视听技术、服务质
量和行业影响力，从影院的布局、标识、放
映技术、环境卫生、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
进行检查评测。

据新区文化市场管理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新区共有影院 70 家，其中去年新
增影院 12 家。经过近几年布局，
全区影院
资源丰富、分布均衡，为改善观影质量，不
少老旧影院进行了设备更换和重新装修。
此外，
新增影院技术力量雄厚，
放映厅多运
用特殊视效、
音效，
如 SFC 上影影城丁香路
店，就有杜比全景声厅、4DX 厅等多个特
色放映厅，
提升消费者的观影体验。

大利亚 5 个国家。根据上海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的统计，2017 年，上海口岸进口樱
桃近 3 万吨。虽然各樱桃生产国普遍减
产，但我国的樱桃进口量仍同比增长了
13.1%。
樱桃蕴含丰富的铁元素和维生素，还
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钾、镁等微量元素，
颇受消费者欢迎。随着世界樱桃产量的
增长，及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

安全的食品出口国之一。出口创汇额也
从最初的 30 多亿美元，发展到今天的 600
多亿美元，实现了我国食品出口在国外
“高技术贸易壁垒”情况下的
“高增长”
。
2018 年 1 月 1 日，新《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备案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上海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以新规定实施为契机，
通过
联合地方政府行政服务中心，采取咨询、
全程网上办理、部市两地共享数据、企业
自我评估等方式，
将企业在上海办理出口
备案的时间由原全国平均 17.3 个工作日，
缩短至 3 个工作日内。
正是得益于上海检验检疫局的系列
审批新方式，
上海杏花楼集团在对出口业
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顺利领到了《出口
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这也使杏花楼
集团对拓展海外市场信心大增。据悉，
2018 年，杏花楼集团预计将实现出口广
式月饼、中式米面食品等中华传统食品约
100 吨，主要出口至美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日本、加拿大、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国家
和地区。

星巴克携手亮风台
玩转春节 AR 新零售

春节临近 樱桃进口量大增
本报讯 （记者 陈烁）智利、
新西兰、
澳
大利亚等南半球国家的樱桃成熟季，恰逢
我国农历春节，这使樱桃在节前成为进口
水果“主力军”。据悉，2017 年 11 月至 12
月，上海口岸进口空运樱桃逾 3000 吨，较
上一年同期增加约 20%，
创下历史新高。
据了解，上海是我国最主要的樱桃进
境口岸之一。目前，我国准入的进口樱桃
主要来自美国、智利、新西兰、加拿大和澳

本报讯 （记者 陈烁）在 2018 年元宵
节前，近 10 吨杏花楼的松糕和八宝饭将
运往美国和澳洲，
让海外华人感受到家乡
的味道。日前，
上海杏花楼集团旗下的杏
花楼食品有限公司，
从上海检验检疫部门
拿到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这
家
“百年老字号”将实现其首次出口。
“上周有美国客户专门咨询我们，问
我们能不能抢春节这个消费旺季，
将我们
杏花楼的传统老字号产品出口到美国市
场，
因为海外华人的需求量很大。”上海杏
花楼集团市场部经理周榕说，
“以前完全
没有碰过出口业务，
只知道国外的要求和
标准很复杂。”
“本来想试试看的，
结果两天就拿到了
出口食品备案证书。而且还有我们工厂详
细的评审分析报告和一份我们产品出口美
国需要的注意事项报告。现在我们杏花楼
绝对有信心让海外同胞在春节期间吃到家
乡的味道，
解一份乡愁。”说起此次出口审
批的顺利，
周榕连称
“想不到”
。
据了解，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最

樱桃的进口量迅猛上升。
面对不断增加的业务量，上海检验检
疫局营造良好的通关和贸易环境，保障广
大消费者吃上更为新鲜、优质的进口樱
桃。据悉，自 2014 年起，在上海检验检疫
局的支持下，东航、国航、南航等航空公司
在上海至美洲航线上开辟了樱桃包机业
务，每架包机最多可装载约 85 吨樱桃，大
幅减少了空运樱桃的物流成本。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为迎接农历
新年，
很多商家开展砸金蛋、抢红包、大促
销等新年活动。日前，
星巴克上线了一款
新年促销活动，刚一上线，就吸引了大批
线上线下用户参与，
很多用户表示，
“很惊
喜、很好玩”
。
据了解，顾客只要用支付宝“AR 扫
一扫”功能扫描星巴克咖啡杯表面的美人
鱼标识，
就会看到随机出现栩栩如生的法
国斗牛犬、柯基犬，还有“星粉”们熟悉的

星巴克小熊等多只 AR“萌友”，顾客在与
“萌友”互动后还能领取大礼包和代金
券。据了解，该 AR 技术由张江创新企业
亮风台提供支持。
据悉，亮风台已先后与优衣库、丝芙
兰、彩虹糖进行过多项 AR 营销活动，均
获得了可观的营销数据。AR 技术打通
线上线下，极大降低了商家的获客成本，
还让消费者不知不觉中与新零售来了一
次零距离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