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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双 11 点评：增速换挡，娱乐放量 
 
 
事件 

 2016 双 11，天猫会场成交金额 1207 亿元，再次刷新单日成交额记录，较 15 年 912 亿交易额增长了 32.35%，移
动端贡献占比由 69%提升至 81.87%。 

评论 

 双 11 销售额达到预定目标，增速由高向低换挡：今年双 11，天猫实现销售额 1207 亿元，达到 1200 亿销售额
的预估目标，同比增速 32.35%，较去年 59.72%的增速大幅回落。从过去两年阿里四季度营收数据来看，双
11 销售额占四季度交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15 年已高达 9.46%，但四季度整体增速与其他季度没有明显差
异，双 11 并未带来新的增量消费。我们认为今年双 11 增速的大幅放缓的原因：一是电商在流量红利衰竭下，
渠道增速已放缓，高基数下活动销售额再大幅增长的难度较大；二是节日性促销已经触碰“天花板”，难以进一
步将一段时期的购买需求向特定时点聚拢；三是双 11 始终以大幅折扣为核心卖点，需要品牌方在备货规模和折
扣力度上紧密配合，从优衣库早早售罄可以看出核心品牌的让利和参与度也在下降。未来，双 11 将进一步淡化
销售数据和增长目标，销售额增速将逐渐趋近于电商整体增速。 

 其他电商&线下实体积极参与，跨境购物火热依旧：双 11 购物节早已由阿里独舞走向线上线下共欢的消费盛
宴。在线上，中小电商平台积极布局，销售额均有较快增长，京东、苏宁、国美线上增速分别为 59%、
210%、268%，市场份额也进一步提升，根据星图科技的数据，天猫销售额占比从 15 年 74%下降至今年
68%，京东、苏宁、国美、1 号店、亚马逊市场份额分别为 22.7%、2.2%、1.9%、1.3%、1%。线下实体也积
极参与，并取得较好销售业绩，步步高超市、百货、家电等业态销售单日破 3 亿元，超市发销售客流增长约
15％。此外，跨境购物仍保持强劲增长，天猫、京东、1 号店、亚马逊、苏宁、国美海外购销售额占比分别达
到 5.4%、4.7%、3.7%、2%、0.7%、0.6%，天猫国际九个半小时超过去年全天的销售额，并迎来跨境平台首
个破亿商家。出口跨境也表现不俗，速卖通于 12 日凌晨 2 点订单量超 2124 万，破去年双 11 订单总量。 

 传统品牌持续发力，网红经济强势崛起：从各品类品牌排名来看，传统品牌进一步巩固优势地位。以淘品牌最
为集中的女装类目为例，2013-2016 年双 11 前 5 品牌中淘品牌数量分别为 4、3、1、1 家，数量减少明显，且
15、16 年均进入前 5 的韩都衣舍销售额排名也从第二名降至第四名。主流网购人群已由追求性价比走向兼顾品
牌、品质，流量红利衰竭导致新品牌突围艰难，传统品牌凭借强大的品牌认可度、供应链优势以及稳定的客户
群体，线上渠道成本优势明显，导致份额快速提升。今年以来，网红与电商的结合也受到市场关注，本次双 11
直播成为重要的导购导流方式，天猫引导直播网红积极参与，通过直播进行“卖家秀”，红包、优惠券等方式都
在直播中得到了很好的利用。网红店铺销售额更是靓丽，15 年双 11 张大奕的店铺吾欢喜的衣橱成为网红店铺
中唯一挤进全平台女装排行榜的 C 店，今年更近一步排名全平台女装 11 名。此外，今年双 11 Anna 的店铺
anna it is amazing 和雪梨店铺钱夫人家分别排名第 10、第 14 名(截至 22 点)。网红店铺的强势崛起以及直播等
网红结合模式的导流效果显著，无疑验证了网红经济的巨大潜力。 

 物流体验进一步改善，消费金融规模暴增：业务量爆发的双 11 是考验各方物流能力的最佳时机。菜鸟联盟首
次尝试爆品下沉模式，通过菜鸟大数据分析产品历史数据、活动规划、季节因素、购买因素等综合指标将仓内
的爆款商品提前下沉到末端仓，缩短配送时间；京东无人机、无人车首次在配送中亮相，无人机在宿迁、西
安、北京等多地为农村客户配送，无人车自主规划路线为写字楼、自提柜、居民区便民店、别墅区等场所送
货。金融服务成为今年双 11 的亮点，与商品销售形成显著的协同效应。蚂蚁花呗支付笔数占阿里系比重高达
20%，消费总金额 268 亿元，仅 1 小时 2 分花呗分期消费金额就超过去年全天。第一个小时，京东金融的支付
峰值是去年同期的 4.5 倍，使用京东小金库支付的消费笔数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600%。苏宁任性付分期付款使
用比例达 25%，新增授信额度同比增长 800%。 

 从娱乐切入探索多流量入口，共同打造双 11 超级 IP：双 11 正从传统的促销活动走向全球娱乐节日，从更广泛
的人群覆盖转化流量。在 15 年“双 11”春晚大获成功的基础上，16 年阿里与浙江卫视合作启动第二届“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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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邀请科比、小贝夫妇及 TFBOYS、张艺兴、华晨宇、刘昊然等国内外一线明星参与。晚会全场互动次
数达 74 亿次，截至 11 日凌晨，晚会独家冠名赞助商上海家化子母品牌 13 家旗舰店访客数超 1300 多人，较晚
会前增长 1000%，泛娱乐营销效果凸显。苏宁也举办“苏宁易购 High 购夜”，10 日晚在 PPTV、爱奇艺、B 站
以及苏宁直播四大平台同步播出，全网观看人数达 5475.3 万。此外，VR、AR 等新技术的应用给与消费者身临
其境的购物体验，11 月 1 日天猫 VR 购物 Buy+频道正式上线，截至 10 日已有 800 万人在频道内购物，超过
76％是 80 后；11 月 5 日-11 月 6 日，天猫推出 AR 互动游戏“寻找狂欢猫”，在年轻一代中反响热烈。IP 作为
重要流量入口，与品牌商和店铺展开深度合作，太平鸟和“emoji”合作，将 emoji 系列表情印在衣服上；乐町
与卡通人物贝蒂联名合作，并推出系列同款游戏；骆驼与《中国新歌声》联手进行衍生品开发，并在双 11 前推
出新歌声专享定制款产品。 

投资建议 

今年双 11 的表现符合我们的前瞻判断，娱乐化和 IP 经济成为亮点，销售额增速也趋于与电商整体增速一致。双 11
从以往的商家与消费者的买卖关系，提升成一种文化、交流互动、营销传播的层次，未来有望打造成超级 IP。未来
双 11 将进一步淡化销售数据和增长目标，销售额增速将逐渐趋近于电商整体增速。此外，双 11 也是新模式、新事
物的展示平台，网红店铺的兴起以及品牌与 IP 合作的增多意味着时尚化、个性化需求正在爆发，小而美的 IP 品牌
迎来发展机遇。 

1）受益国内消费升级，境外购需求有望持续扩张；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依旧明显，随着购物体验的持续改善，出口
跨境规模有望持续高增长。建议关注国内出口跨境电商龙头、布局全跨境产业链&进口业务的跨境通。 

2）以网红经济为代表的新模式崛起，IP 在泛娱乐领域延伸实现更大商业价值。建议关注以 IP 变现为切入口，致力
于搭建多元品牌+供应链服务+电商渠道的移动互联网消费生态圈的南极电商。 

3）今年双 11 快递包裹量同比增长 59%，短期爆发的庞大业务量考验物流效率，也助推新技术、新设备在物流行业
中的应用，建议关注快递物流产业链相关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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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天猫双 11 销售量时点变化 

 
来源：联商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2：历年天猫双 11 成交量及增速  图表 3：双 11GMV 占阿里四季度比重变化 

 

 

 

来源：天猫，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公司年报，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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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天猫全网占比开始下降  图表 5：双 11 各平台销售额份额占比 

 

 

 
来源：星图科技，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星图科技，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6：海外购持续火热  图表 7：天猫国际海外购情况 

 

 
排名 

成交国家 

TOP5 

成交海外店铺 

TOP5 

用户最爱买产品 

TOP5 

1 日本 Chemist Warehouse 纸尿裤 

2 美国 COSTCO 婴儿奶粉 

3 韩国 Moony 面膜 

4 澳大利亚 Mikihouse 护肤套装 

5 德国 Sneakerhead 腕表 
 

来源：星图科技，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天猫，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8：双 11 线上平台及线下门店销售额情况 

线上平台 销售额情况 

京东 

在 11 月 1-11 日的购物季期间，京东商城交易额同比增长 60%，在 11

月 11 日当天，京东商城交易额同比增长为 59%，其中移动端下单量占

比达到 85%。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四川领跑地域交易额排行榜

前列。服饰家居品类的下单量创历史新高，全站占比超过了 40%。 

国美在线 

11 日当天国美在线交易额（GMV）同比增长 268%，移动端交易额占

比达 72%。其中 4888 元的 iPhone7 成为最畅销单品爆款，售出超

22000 台。 

苏宁易购 

11 日当天，苏宁全渠道订单量增长 193%；线上订单量增长 210%，移

动支付占比达到 83%，任性付分期付款使用比例超过 25%；线下创历

史最高销售纪录，接待了超过 1000 万顾客。 

当当网 

截至凌晨 1 时，2016 当当双 11 图书总订单量已达 61.71 万单，共计

2849116 册。相比 2015 年双十一销售额，其 1 小时图书订单量为 30.2

万。 

1919 酒类

直供 
线上线下整体实现 4.51 亿元销售额，毛利增长 270%。 

线下门店  

步步高 
截止晚 11 时，超市、百货、家电等业态销售单日已破 3 亿元。超市、

百货、家电提前完成目标。 

银泰西有 全渠道营业额（包括旗下官方三家天猫旗舰店、独立手机 APP 西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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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好店，银泰网名品频道以及 15 家线下西有 IM 名品集合店）突破

1010 万元，其销售商品中包含最当季热卖的一线大牌，其中 2016 年

秋冬新品覆盖率达 50%以上，新品 sku 数近万，客单价达到 2800 元。 

超市发 销售客流增长约 15％。 

华冠购物中

心 
截止 16：00，销售额同比增长率 238.46％。 

中百集团 截至 20 点，中百仓储旗下 163 家门店单日销售额已突破 1.5 亿元。 
 

来源：互联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9：各品类品牌销售排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女装 优衣库 ONLY 波斯登 韩都衣舍 乐町 

男装 GXG 森马 优衣库 太平鸟 杰克琼斯 

母婴 巴拉巴拉 全棉时代 GAP 英式 优衣库 

个护家清 威露士 施华蔻 清风 维达 洁柔 

女鞋 skechers UGG 百丽 达芙妮 卓诗尼 

住宅家具 林氏木业 全友家具 顾家家居 雅兰 华日家居 

手机 苹果 小米 荣耀 魅族 华为 

家纺家饰 水星 富安娜 lovo 罗莱 南极人 

美妆 百雀羚 欧莱雅 自然堂 一叶子 SK-Ⅱ 

大家电 海尔 美的 西门子 格力 乐视 tv 

小家电 美的 飞利浦 科沃斯 九阳 苏泊尔 
 

来源：互联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注：男装截至 14 点，母婴截至 11 点，其余为全天 

图表 10：天猫销售额 TOP20 店铺排名 

1 2 3 4 5 

苏宁易购 小米 荣耀 海尔 NIKE 

6 7 8 9 10 

优衣库 魅族 三只松鼠 美的 adidas 

11 12 13 14 15 

New Balance 森马 格力 全棉时代 GXG 

16 17 18 19 20 

科沃斯 Gap 巴拉巴拉 太平鸟 小天鹅 
 

来源：亿邦动力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至 21 点 

图表 11：已披露数据的品牌销售额多保持增长态势  图表 12：双 11 女装品牌排名（标红为传统品牌） 

品牌 
2015 年 

(亿元) 

2016 年 

(亿元) 

韩都衣舍 2.84 3.62 

太平鸟 3.83 6.15 

巴拉巴拉 1.50 2.37 

全棉时代 1.26 2.60 

骆驼 4.12 5.02 

三只松树 2.66 5.08 

索菲亚 
 

2.39 

奥普 1.00 2.80 

探路者 1.00 0.64 

 排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1 茵曼 韩都衣舍 优衣库 优衣库 

2 
韩都衣

舍 
优衣库 韩都衣舍 ONLY 

3 Artka Artka 波司登 波司登 

4 裂帛 茵曼 ONLY 韩都衣舍 

5 欧时力 波司登 欧时力 乐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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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 12.55 12.95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3：网红经济蓬勃发展，张大奕店铺进入女装前十 

排名 店铺 排名 店铺 

1 优衣库官方旗舰店 6 拉夏贝尔官方旗舰店 

2 ONLY 官方旗舰店 7 veromoda 官方旗舰店 

3 乐町官方旗舰店 8 波司登官方旗舰店 

4 韩都衣舍旗舰店 9 太平鸟官方旗舰店 

5 ochirly 官方旗舰店 10 吾欢喜的衣橱(张大奕)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至 11 月 11 日 12 点 50 分 

图表 14：天猫双 11 晚会情况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天猫双 11 狂

欢夜收视率 
21.56% 11.47% 

明星阵容 

科比、小贝夫妇、性感女神斯佳丽·约翰逊这些体育和影视一线国

际巨星。国内影视一线的小鲜肉 TFBOYS、张艺兴、华晨宇、刘

昊然、宋茜等组团来袭，实力派的陈奕迅、李宇春、邓紫棋、李

玟、周笔畅等献唱，邀来了影帝梁朝伟露脸。 

互动效果 

2016 天猫双 11 狂欢夜全场互动次数达 74 亿次，明星林志玲“扔

战袍”引发手机点屏争夺次数达 2.38 亿次。截至 11 日凌晨，晚会

独家冠名赞助商上海家化子母品牌 13 家旗舰店访客数超 1300 多

人，较晚会前增长 1000%。同时，双 11 狂欢夜特约合作伙伴微鲸

科技，其微鲸店铺访客数超 400 万，为去年同期的 105 倍，其中

其中新客占比超过 92%，手机端访问占比超过 80%。 
 

来源：互联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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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竞争力评级的说明： 

长期竞争力评级着重于企业基本面，评判未来两年后公司综合竞争力与所属行业上市公司均值比较结果。 

 

 

 

 

 

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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