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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愛馬仕勞力士一應俱全 售價最多平 6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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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零售巨頭 Costco 內地首間店舖昨日在上海正式開張
內地首間店舖昨日在上海正式開張，
，該大型平價會員制超市因其商品售價較市面上同類產品
最多便宜 6 成，甚至貴州茅台
甚至貴州茅台、
、愛馬仕
愛馬仕、
、勞力士等奢侈品亦價格優惠
勞力士等奢侈品亦價格優惠，
，開業不到半日就因人流過多導致交通堵塞
開業不到半日就因人流過多導致交通堵塞，
，店
家不得不宣佈當日暫停營業。
家不得不宣佈當日暫停營業
。據了解
據了解，
，Costco 自從 7 月開放內地會員申請後
月開放內地會員申請後，
，目前已有數萬會員
目前已有數萬會員，
，遠超預期
遠超預期，
，Costco
今後將加快開店步伐。
今後將加快開店步伐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現場有3個售價逾10萬元人民幣出頭的愛馬仕包包，
很快被搶光。據稱該牌子內地專賣店售價 10 萬到 10 多
萬元，但必須搭配其他愛馬仕產品，而且顏色選擇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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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co 內地首店昨
日在上海開張。法新社

■場內有知名品牌MK手袋出售。

半價
茅台
▲場內保安需限制人流
進場購物。
法新社

內地首店開張
茅 台 1,498 元 （ 人 民 幣 ， 下
原價同）、無須配貨的限量色愛馬
仕……當消費者湧進 Costco 後，對店
內標註的商品售價感到十分驚喜。
「現在市面上根本買不到原價茅台，
起 碼 要 加 價 到 3,000 元 左 右 才 買 得
到。」喜歡飲酒的陳先生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另外，Costco 內的 52 度五
糧液售價僅919元，亦相較其他地方便
宜了數百元。

半價出售 MK 風琴包
除了食品外，內地 Costco 甚至出售
多個品牌奢侈品。陸小姐告訴記者，
她看過 Costco 內的愛馬仕，雖然售價
和專櫃區別不大，但因無須額外配
貨，且是限量色，等於購買成本降了
好幾萬元。另外，店內其他幾個品牌
的包，比如 MK 的一款風琴包，售價
僅是專櫃的一半左右，令她覺得十分
不可思議。
從其他商品來看，119 元兩斤裝的
西冷牛排、44.9 元一箱 24 瓶 300ml 裝
的可口可樂、65 元的 18 寸海鮮披薩
等，無論和網絡售價抑或是線下實體
店相較，均是便宜一些。

非食品類低市價逾30%
據 Costco 官方表示，通常店裡非食
品類的百貨商品價格低於市場價的

龍蝦
特大

半日「買停」

30% 到 60% ， 食 品 類 則 低 10% 到
20%。加上昨天是內地首家店舖開
張，有不少促銷活動，因此價格上的
優勢十分明顯。
因低價吸引眾多客流，昨日 Costco
開業兩小時後，官方就提示，等停車
位需 3 小時，到下午 1 時左右，又公
告稱暫停營業。閔行區有關部門亦表
示，由於人流非常密集，且不斷趕來
的車流亦堵塞道路，提醒消費者理性
消費。
有業內人士表示，Costco的主要利潤
來自於會員費，其在內地的會員年費為
299元，開業期間優惠價 199元。從其
官方透露數據看，自7月1日開放會員
申請後，閔行首店已經積累了數萬名會
員，入會人數遠遠超過預期，這亦使得
Costco對內地市場信心滿滿，表示今後
會在華東市場繼續開店步伐。

■Costco 出
售 的 大 龍
蝦，8 斤不
到 1,500 元
人民幣。

90 日可退貨 引網民熱議
美式大賣場 Costco 以售價便宜而著名，開店前上
海市民已翹首以待，昨天開幕雖然是上班日，但很
多人一早就到，早上不到 8 時就見到排隊的人龍。
門店佔地 2 萬平方米，室內面積 1.4 萬平方米，賣場
部分只有一層，樓上是全球最大的 Costco 停車場，
有1,200個車位。
上海開業的Costco沿用美國的傳統，實行退換貨機
制，包括「食品開封後也能退貨」、「電子商品90天
內均可退貨」。甚至，會員費在會員卡到期前，「均
可申請全額退還會費」。尺度之寬鬆，也是網上熱議
■ Costco 開業造成上海閔 的話題，不少人大讚「勇氣可嘉」，也有網友留言說，
行區附近交通大堵塞。
要「看看Costco在內地究竟能撐多久」。

新零售將推動門店體驗再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中美貿易戰
影響持續下，不少企業都需要逆境自強。香
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課程總監梁偉峯昨
出席由品牌發展局及貿發局舉行的品牌
「智」勝研討會中提到，零售商可以善用
「新零售」的策略去改善銷售，預計未來新
零售將會推動門店體驗再升級。而隨着數碼
化將向產業上游滲透，零售業互聯網化進一
步轉向工業互聯網化。

目前上海閔行店目標會員數量為 10 萬人。雖然有
關制度會遇到「被佔便宜」的可能，Costco 亞太區
總裁張嗣漢認為機率並不高。他說會員制也有一道
門檻，顧客也有一定的購買力，只要東西夠好，他
們不會浪費退費的時間，也不捨得退。

計劃浦東再開分店
Costco 要進軍內地的消息早就傳出，2017 年 12 月
「開市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在上海浦東註冊，
Costco 執行副總裁 Richard Galanti 今年初證實，會
在上海閔行開出內地第一家門市，並預計隨後於浦東
再開第二家。

AXA安盛夥萬寧推健康計劃
大範疇，而是次與萬寧合作推出新
計劃，冀透過萬寧龐大的分店網
絡，以更便利的形式提高客戶健康
意識和改善其生活習慣。她形容是
次推出新計劃將會是雙方合作的開
端，冀與萬寧推出更多創新先河的
服務。

提高客人預防疾病意識

消費者成發展策略重心
梁偉峯預計，未來新零售服務商將大量
湧現。隨着市場重心從製造商轉向零售
商，再到消費者，誰接近消費者誰就是贏
家。工業互聯網化不再是指定哪一個國家
製造，而是互聯網製造。這個製造是基於
新商業基礎設施和消費者需求，將重新定
義製造業。
他指出，「新零售」的發展策略，以消費
者為中心，讓數據、行銷自動化成為左右
手，「新零售」所帶來的全新消費體驗，不
再只是強調線上佈局的重要，實體店面的整
合與物流配送是否流暢，新零售的時代更考
驗着營運者資源整合的功力。「新零售」打
破了時間，距離的限制，實體店面已不是原
本的經營模式，不管有沒有門市人員，透過
數位技術記錄所有的消費行為，運用數據進

■店內按出廠價賣 1,498 元人民幣的茅台酒，在場外大
概要3,000元人民幣才能買到。

■梁偉峯（左
五）昨出席研
討會時稱，預
計未來新零售
服務商將大量
湧現。
行精準的自動化行銷，讓商家將對的產品放
到對的人面前。

結合社交媒體促進推廣
他建議網上企業品牌，需要好好結合社交媒
體，善用流動平台進行活動或產品推廣；並開
發一些無論在桌面電腦、平板電腦、各款智能
電話、甚至連智能手錶都能使用的網頁介面及
程式，讓企業在任何時候都能接觸目標客群，
促進推廣和資訊交流。啟航創投產品開發總監

黃啟綱指出，旗下的人工智能Chatbot已與多
類不同企業合作，例如為企業提供facebook自
動回應功能、服務預約、一般查詢服務等，有
助其與顧客建立即時的互動關係。
另外，梁偉峯又指，企業亦可利用品牌App
經營熟客，例如台灣的星巴克約兩年前開始使
用美國母公司的「星禮程」忠誠顧客計劃，
「買一送一」的優惠漸漸只藉由App推播給貢
獻度較高的會員，至今「星禮程」的會員數已
高達116萬，佔營收比近半。

■尹玄慧（左二）表示雙方計劃推
出更多合作方案。左三為范國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保
險公司 AXA 安盛昨宣佈與連鎖店萬
寧合作，推出 AXA 安盛萬寧護您健
康計劃，合資格受保人可到指定萬
寧分店，進行一年 4 次由註冊藥劑師
提供的免費諮詢服務，並可因應個
別情況轉介約見營養師。AXA 安盛
候任行政總裁尹玄慧昨表示，雙方
未來計劃推出更多合作方案，包括
在萬寧分店設置健康站 ，以及正構
思於萬寧分店內提供由註冊藥劑師
為客戶接種噴鼻式流感疫苗等。
尹玄慧表示，集團去年推出 AXA
BetterMe，計劃涵蓋革新核保標準、
全方位健康管理及保障多元共融三

萬寧北亞區行政總裁范國華昨表
示，此次合作透過萬寧專業的藥劑
師及營養師團隊，讓客人以便利模
式得到專業的意見和輔導，計劃突
顯萬寧藥劑師於社區的基層醫護角
色，包括配藥、藥物輔導、健康管
理和疾病篩查等，希望透過今次合
作，可提高客人對健康和預防疾病
的意識，改善生活習慣。
另外，AXA 安盛推出糖尿及三高
管理計劃升級版，參加計劃客戶可
獲得註冊營養師打造的個人化餐
單、註冊體能教練提供的體能訓練
建議、並有機會參加一系列關注健
康的工作坊及線上研討會，合資格
客戶只需完成長達一年的 AXA 安盛
糖尿及三高管理計劃，並獲得相關
積分而無需提交檢查報告，可享
15%首年保費回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