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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網購威力
勢不可擋，不少港企近年來也紛紛涉足這一
平台。據貿發局製造業拓展總監周瑞鹿生透
露，目前已有200家港企入駐淘寶和天貓，
包括周大福等上市公司，每月生意額總計超
過六位數，正在申請入駐的港企亦有100家
左右。不過，他指出，港企入駐主要目的是
為推廣品牌知名度，甚少以降價促銷的方式

催谷生意額。

促銷寧送禮拒降價
「雙十一」 創下銷售神話，港企也從中分了

一杯羹。周瑞鹿生上周接受本報專訪時透露，有
不少已經入駐淘寶和天貓的港企，今年積極參
與 「雙十一」 活動，當日生意額總計達數十萬
元，與平時一個月的生意額看齊。他又稱，在
今年8月、9月期間，貿發局亦曾組織本港賣
家參與一個 「聚划算」 推廣活動，兩日期間的
生意額亦超過數十萬元。

周氏強調，本港賣家平時很少進行降價促
銷，寧願在同等價格的情況下，向買家贈送
更多禮品。他指，這是由於賣家擔心如以網
購方式能買到便宜貨，將會影響實體店生意
所致。此外，多數賣家入駐淘寶或天貓的主
要目的並非為促銷，而是希望以此為平台，
向內地市場推廣自身品牌，更重視的是實際
宣傳效果。

有港企亦證實此種說法。溢鋒設計公司業
務發展總監何啟鎏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公
司主要售賣電子鐘，在天貓開店約1年，現
時生意額較初期並無明顯增長。他稱，參與
的目的是希望 「打響品牌知名度」 ，並未將
主要精力和資源投放於網店，目前公司產品
不僅銷往內地，亦銷往歐洲和日本等市場，
預計未來實體店的生意額反而會較網店增幅
更高。

實虛店舖不可或缺
雖然港人作為買家參與網購的數量仍較

少，但周瑞鹿生指，對於賣家而言，拓展網購
渠道銷售產品將是大勢所趨。目前在淘寶或
天貓開店者涉及多個行業，包括家電、服
飾、特色禮品、鐘錶、珠寶等， 「以網店配
合實體店、相輔相成的方式推廣，將會是不
可或缺的銷售途徑」 ，預計未來會有越來越
多港企涉足這一領域。

一天350億的神奇數字，令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
雲去年底與內地地產界大佬王健林的 「1億賭局」重
新成為熱炒話題。儘管遭到眾多地產商的冷嘲熱諷，
但馬雲仍堅信網購將徹底打敗傳統零售業，甚至將樓
價和物價也一起降低，自己會是賭局的最後贏家。

一個是淘寶的創始人、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一
個是《福布斯》評定的2013年內地首富、萬達集團
的董事長兼內地地產界大佬。這場 「1億賭局」，
事源於去年底馬雲出席一場頒獎典禮時，與王健林
互相調侃時，對賭如果10年後電商在內地零售市場
份額佔比超過50%，王健林將輸給馬雲1億元，若
未達到，則馬雲輸掉1億元。

以後 「Made in Internet」
當時，馬雲拋下豪言壯語，聲稱 「傳統零售業與

網路的競爭，說難聽點，就像在機槍面前，太極拳、
少林拳是沒有區別的，一槍把你崩了……我絕不是

在危言聳聽：世界在變，天已經變了……今天你還
在想Made in China，完了，因為那個時代已經過
去了，以後叫Made in Internet」。

王健林則持相反看法，聲稱 「基於中國2000
年歷史和美國的現狀，電子商務非主流」；又強
調 「電商永遠不可能完全取代零售。人的消費行
為學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叫做炫耀心理，
就是人超過80%的消費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
向別人炫耀，為了體驗……人的社會屬性才是第
一位的，個人斷定人一定要去人多的地方去玩、
去轉，這樣就可以讓零售終端和零售渠道繼續生
存下去」。

豪言網購壓制商業房價
這場唇槍舌劍原本已告一段落，但隨 「雙十

一」生意再創新高， 「1億賭局」又重新被各界
熱炒。馬雲對此的最新回應是 「大家記住，2020

年王健林如果贏的話，是我們這個社會輸了，是
我們這代年輕人輸了」。他又自信滿滿地向地產
界 「宣戰」，聲稱目前的商業地產價格奇高，希
望通過網購的發展，削弱傳統實體購物的力量，
當大家都選擇網上購物時，傳統商圈的營業額就
會減少，進而商業地產房價就會降低。

地產界嘲什麼都敢說
對此，廣大網民一面倒支持馬雲，但地產界卻

普遍對其冷嘲熱諷。有 「大炮」之稱的華遠地產
董事長任志強對350億的生意額不屑一顧，於微
博調侃 「300億元也就是幾塊地錢」。保利地產
董事長余英也於微博嘲諷 「馬雲知道全國一年房
地產的總銷售額嗎？」 萬科執行副總裁張紀文
也批評 「看來當人忘乎所以的時候，什麼話都敢
說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一場 「雙十一」 購
物狂歡創下破紀錄交易額，不少傳統零售業經營者爭
相加入該平台，分享這場盛宴。與天貓戰略合作的銀
泰商業（1833）、著名內地品牌徐家匯、天虹商場等
均在當日賺到缽滿盆滿。不少分析預料，越來越多傳
統零售企業將謀求轉型，積極布局加入網購，以便繼
續 「抓住消費者的芳心」 。

根據銀泰商業公布，去年 「雙十一」 其天貓網店銷
售額為687萬元，而今年 「雙十一」 零點開始僅25分
鐘即已打破去年全日交易紀錄，單日銷售額飆升5.39
倍至3,704萬元。首度參與 「雙十一」 的徐家匯亦表
現不俗，據徐家匯商城披露，當天網上訂單量比平時
大增十倍，成交量過萬宗，當天線上線下總體銷售收
入同比翻一番。

王府井商談微信支付
事實上，不少傳統零售行業早已開始求變，探索

「網店結合」 模式以適應時代變遷。內地品牌天虹商
場已率先跟騰訊合作，開通微信支付功能。王府井也
正在商談微信支付、微生活卡的相關合作。銀泰商業
集團CEO陳曉東更多次表示，面向未來的零售企
業，一定要 「用互聯網思維擁抱變化」 ，該公司亦因
此開通 「喜歡銀泰」 微信公眾服務號。

據商務部流通業發展司發布的《2012年度零售業報
告》，內地去年零售連鎖百強品牌中，有62家傳統
零售企業以不同方式開通網絡零售平台，但銷售過億
元只有9家，與全國網絡零售額相比差距明顯。中國
連鎖經營協會數據也顯示，去年監測的192家企業
中，今年已有62家開展電子商務業務。

政府撐促新經濟增長點
官方更是大力唱好網購市場前景，除總理李克強開腔

盛讚淘寶，早前工信部副部長楊雪山也表示，發展電子
商務除帶來經濟增長，還將促進信息產業與傳統產業相
互滲透，優化產業結構，降低交易成本，節約資源能源，
提高生產效率，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就連內地傳統零
售業代表人物、中國連鎖協會會長郭戈平也認為， 「傳
統零售企業轉型創新迫在眉睫」 ，不利的外部環境再度
加劇企業的分化，因此應突破固有發展模式，主動發展
電商等銷售渠道，並進行併購重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涂若奔）11月11號，內地迎來

「光棍節」 ，這一天網購支付寶交易額（主要為天貓加淘

寶）達到350.19億元（人民幣，下同）。相比之下，去年

內地傳統零售業日均銷售額為51.23億元，僅為前者七分之

一。難怪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豪言，傳統零售業遠非

網購對手，猶如 「在機槍面前，什麼拳都沒用」 。業界也

普遍認為，今年首三季內地電子商務日均逾250億元生

意， 「淘寶打敗王府井」 時代已經來臨，網購取代傳統零

售業已不可逆轉。

日均生意逾日均生意逾250250億億 消費時點逆轉難消費時點逆轉難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11月初稱讚淘寶 「創造了一個消費時

點」 ，就像強力催化劑，令隨之而來的 「光棍節」 噱頭獲得
內地消費者瘋狂追捧。當天支付寶成交金額達350 .19億元，不僅
再創電子商務單日銷售紀錄，且較去年同比大增83.35%。除淘寶
系，蘇寧、亞馬遜、國美、易迅網、當當網等也紛紛加入今年
「雙十一」 網購大戰，它們雖未披露銷售數據，但均稱銷售額為

平時的3倍到5倍。據多家第三方機構估算， 「雙十一」 當日包括
淘寶網、天貓、京東在內的十家主流電商的銷售額共逾800億元。

分析師憂 「脈衝式增長」
炫目數據令各界驚羨，但也有不少分析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

屬於 「脈衝式增長」 ，將會透支今後數個月的消費力。阿斯達克
引述不具名券商分析師指出， 「雙十一」 是銷售額在空間上和時
間上的集聚，空間上侵佔未促銷零售企業的銷售，時間上壓縮了
「雙十一」 前、透支了 「雙十一」 後， 「（傳統）零售企業大促

銷同樣可以達到很高的單日銷量，但是沒有意義」 。
惟從權威研究機構數據分析，此種觀點低估網購族的威力。內

地互聯網市場調查公司艾瑞諮詢此前曾公布，2013年第1季至3
季，內地電子商務市場整體交易規模分別達到2.2萬億元、2.4萬億
元和2.5萬億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25.4%、23.1%和22.5%。以
此計算，首三季的日均交易額分別為244.44億元、263.74億元和
271.73億元。這與支付寶在 「雙十一」 當日的350.19億元相比，
差距並不遙遠。

相比之下，傳統零售業的表現遠遠遜色。中國連鎖經營協會零
售企業經營報告顯示，2012年內地的傳統零售類企業銷售規模為
1.87萬億元，同比增長10.8%，增速為歷年最低。折合每天計，日
均銷售額約為51.23億元，僅為350.19億元七分之一。

一太：零售5年不會好轉
第一太平戴維斯最新公布《中國零售商調查報告》亦顯示，內

地去年零售額增幅遜預期，多個品類名義的同比增幅已降至10%
左右，且在未來5年不會好轉，零售市場將邁入低速增長階段。

百貨店一線城市頻結業
事實上，內地多個傳統零售企業遭遇經營困境，就連行業巨頭

和著名品牌亦未能倖免。據內地媒體統計，僅今年上半年，就有
王府井洋華堂勁松店因虧損被迫關閉、瀋陽伊勢丹因業績持續不
佳歇業、無錫大洋百貨及武漢廣百百貨被迫撤場等壞消息頻頻傳
出。相反，電子商務行業卻是一片興旺，多數業內人士預測，今
年相關交易規模將超過10萬億元，並將在2015年突破15萬億元大
關。國務院公布的《關於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也
提出，到2015年內地電子商務交易額目標是超過18萬億元，即日
均493.15億元。換言之，今年 「雙十一」 的紀錄很快會被超越，
而且將會成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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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牌 登平台為宣傳

馬雲億元賭局單挑中國首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涂若奔）雖然淘
寶受到廣泛歡迎，但近年來無論是買家還
是賣家，對其意見也越來越多，時常埋怨
自身權利未有得到有效保障。

「誰主張 誰舉證」困難
內地法律處理民事糾紛的準則是 「誰主張、

誰舉證」 ，淘寶也將之照搬，規定 「既然你
舉報假貨，那就得出示證據，你得證明你買
到的是假貨」 。據《第一財經》統計，這條
「律例」 至少可以擋掉90%的維權訴求，而

且即便買家能提供假貨證明，也會遇到其他
刁難。報道引述某女性買家聲稱，自己出具
假貨憑證後，淘寶進而要求提供工商部門的
證明，令人哀嘆維權成本實在太高， 「沒想
到投訴淘寶的假貨，比告御狀還難！」

除此之外，價格陷阱也屢見不鮮。有消
費者曾在微博大倒苦水，稱曾參加一個99
元 「秒殺」 鑽石戒指的活動，雖然成功拍

下一枚鑽戒，但隨後賣家竟告知戒托不在
「秒殺」 範圍之內，需要額外付費1,299

元購買。當她表示只要鑽石不要戒托時，
遭到賣家拒絕，令她受了一肚子氣。

賣家受到的困擾同樣不少，聲稱很多買
家的行為令人無語。有經營文具店的賣家
表示，曾經遇到一個顧客在屢屢殺價無果
後，竟突然按原價買下商品，並揚言收貨
後必留差評。這令賣家陷入兩難境地，若
發貨則會收到差評；若不發貨，淘寶網又
有明確規定，在買家已付款的情況下，如
賣家在三天之內沒有發貨，會遭到封店十
日以上的處罰。

遭遇 「職業差評師」 敲詐勒索也是賣家
最頭疼的問題，並已形成 「團隊行動」 。
他們通常尋找新開店的賣家下手，在短時
間內瘋狂拍下大量商品，然後以各種借口
對商品諸多挑剔，再暗示賣家要 「破財消
災」 ，否則就將收到大量差評。

網購缺陷：假貨橫行VS霸王顧客

■中國連鎖經營協會指
出，去年監測的192家
企業中，今年已有62
家開展電子商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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