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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造势加码，IP 经济成亮点——布局 2016

双十一主题行情 
 
投资建议 

 行业策略：自 09 开始，双 11 已经历了 6 个年头，从阿里独舞走向线上线下
共同参与，从单纯促销活动发展成全球化、娱乐化、话题化的消费盛宴。梳
理过往三年双 11 前后资本市场表现，零售板块在活动前期及预热期有相对
收益，电商、品牌服饰板块较为强势。结合阿里今年战略重点和前期预热动
作，今年双 11 销售目标将进一步淡化，娱乐化、多屏互动、直播将成为亮
点，IP 达人作为重要流量入口将与品牌商和店铺深度合作，个性化品牌迎崛
起机遇。我们认为 16 年双 11 主题行情已蓄势待发，随着娱乐造势的逐步加
码、预热事件催化，10 月零售板块或继续表现，电商、快递物流产业链以
及布局线上渠道的品牌商将迎来投资机会。 

 推荐组合：建议重点关注电商、快递物流产业链以及布局线上渠道的品牌企
业。南极电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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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受益于双 11 活动流量和 GMV 增长 。跨境通作为出口跨境电
商龙头，顺应全球购的趋势，将继续保持销售规模和净利润高增长。苏宁云
商线上平台双 11 销售有望再创新高，与阿里战略合作提升门店、物流等资
产的利用效率，双 11 期间合作推进情况值得关注。此外，建议关注龙头快
递企业及品牌企业上海家化（2016 双 11 总冠名） 

行业观点 
 双 11 活动前期零售行业存在相对收益，电商板块较为强势：双 11 旺盛的消

费热度传导至资本市场，酝酿双 11 行情。2013-2015 年，零售板块在双 11
期间有涨有跌，但总体仍能实现超额收益，其中电商、品牌服饰板块表现与
双 11 的关联性更为显著。品牌服饰板块在双 11 前中后期均大概率能获得超
额收益，电商板块在活动前期和预热期持续表现强势，进入 11 月后则较为
平淡。后续双 11 娱乐造势和预热事件不断，且今年电商产业链、快递物流
等板块优质上市公司增多，或形成联动进一步催化 10 月行情。 

 从阿里独舞，到全球化、娱乐化的消费盛宴：自 09 年阿里首创双 11 购物狂
欢节开始，市场热度持续火爆，单日销售额屡超市场预期。纵观过往年度双
11 数据和趋势：1）双 11 单日销售额屡超预期，移动端逐步占据主导地
位；2）服装/数码/食品等品类畅销，线下传统品牌逐渐战胜“淘品牌”；3）
全球化、娱乐化、跨界化成新发展趋势；4）其他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纷纷
跟进；5）IT 系统、供应链和物流服务体系经受考验，倒逼效率提升；6）销
售“水分”存疑，透支四季度消费需求。 

 2016 双 11 前瞻：娱乐化和 IP 经济。每年双 11 不仅仅是当季度业绩的重要
支撑，还显示了阿里未来的战略布局思路和营销重点。从 14 年的全球购，
到 15 年的农村电商、生鲜电商，今年 IP 经济将成为重头戏之一。9 月淘宝
大学刚刚举行“淘宝达人双十一启动大会”，将近 100 个淘宝达人和 300 位
商家参加，让商家和达人实现对接。同时今年将进一步淡化对销售目标的关
注，将双 11 打造成超级 IP，通过娱乐晚会、多屏互动、直播、VR 等新技
术手段和模式丰富娱乐内涵，阿里旗下大文娱版块也将加入。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网购增速大幅放缓；活动后期物流体验较差，退换货比例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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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年双十一板块行情回顾：活动前期零售相对收益明显，电商、

品牌板块较为强势 

2009 年 11 月 11 日，淘宝商城（天猫）借“光棍节”这一网络节日，首度举办
网购狂欢节，并取得超预期的效果。由此，双 11 成为天猫举办大规模促销活动
的固定日期，其他电商纷纷跟进。随着电商渠道份额和活动影响力逐渐扩大，
双十一已跨越线上线下的界限，深刻影响着整个零售行业，也继而对资本市场
形成传导。 

从 2013-2015 年板块走势来看，零售板块在双 11 期间有涨有跌，但总体仍能
实现超额收益，其中电商、品牌服饰板块表现与双 11 的关联性更为显著。品牌
服饰板块在双 11 前中后期均大概率能获得超额收益。电商板块在活动前期和预
热期持续表现强势，进入 11 月后则较为平淡。今年 9 月来看，零售板块、电商
和品牌服饰板块也均取得了相对收益。考虑到后续双 11 娱乐造势和预热事件不
断，且今年电商产业链、快递物流等板块优质上市公司增多，或形成联动进一
步催化 10 月行情。 

图表 1：双十一活动期间，商贸零售板块相对沪深 300 超额收益 

商贸零售 
前期 

(9.01-9.30) 

预热期 

(10.1-10.31) 

活动期 

(11.1-11.15) 

后期 

(11.16-11.30) 

2013 15.76% -3.74% 0.20% 1.20% 

2014 9.41% -1.28% -4.34% 0.03% 

2015 -4.03% 9.78% -3.38% 1.90% 

2016 0.82%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2：双 11 各板块相对沪深 300 超额收益情况 

百货 
前期 

(9.01-9.30) 

预热期 

(10.1-10.31) 

活动期 

(11.1-11.15) 

后期 

(11.16-11.30) 

2013 5.43% -1.70% 0.52% 0.85% 

2014 8.68% -0.46% -4.39% -2.25% 

2015 -2.61% 8.32% -3.68% 4.21% 

2016 0.98%    

 

超市 
前期 

(9.01-9.30) 

预热期 

(10.1-10.31) 

活动期 

(11.1-11.15) 

后期 

(11.16-11.30) 

2013 12.62% 2.48% -0.91% 2.77% 

2014 8.65% -2.40% -3.69% -5.61% 

2015 2.15% 0.62% -4.22% -2.25% 

2016 -0.32%    

 

品牌服饰 
前期 

(9.01-9.30) 

预热期 

(10.1-10.31) 

活动期 

(11.1-11.15) 

后期 

(11.16-11.30) 

2013 7.04% 1.81% 0.18% 0.90% 

2014 7.85% 1.21% -5.39% -2.47% 

2015 -2.33% 15.15% 0.29% 6.08% 

2016 2.55%    

 

电商 
前期 

(9.01-9.30) 

预热期 

(10.1-10.31) 

活动期 

(11.1-11.15) 

后期 

(11.16-11.30) 

2013 56.51% -15.27% -1.37% 1.03% 

2014 10.86% -6.08% -8.97%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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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8.15% 28.66% -8.53% -5.14% 

2016 11.11%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注：百货、超市、连锁、品牌服饰均取自中信指数，电商 13-14 年仅苏宁云商，15 年包括苏宁云商、跨境通 

 

图表 3：商贸零售板块各周超额收益情况(9.01-11.30)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4：百货板块各周超额收益(9.01-11.30)  图表 5：超市板块各周超额收益(9.01-11.30)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双 11 

双 11 

双 11 

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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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品牌服饰板块各周超额收益(9.01-11.30)  图表 7：电商板块各周超额收益(9.01-11.30)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历年双十一回顾：从阿里独舞，到全球化、娱乐化的消费盛宴 

2.1 双 11 单日销售额屡超预期，移动端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2009-2014 年，天猫+淘宝双 11 分别取得销售额 0.52 亿/9 亿/52 亿/191 亿/350
亿/571 亿，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15 年，在持续低迷的消费环境下，双 11 依
旧火爆，阿里实现销售额 912 亿元，同比增长 59.72%，超过之前 800 亿左右
的市场预期。 

移动端占比高达 69%，PC 端首次下滑。自 2011 年以来，移动端开始进入消费
者视野，凭借更好的操作体验及商品展示，赢得顾客青睐，交易规模迅速扩张。
双 11，阿里移动端成交规模从 2011 年的 1 亿元迅速扩张至 15 年的 626.42 亿
元，移动端占比提升至 68.67%。与此同时，PC 端流量红利衰退，15 年双
11PC 销售额出现首次下滑，较 14 年减少 36 亿元。 

图表 8：天猫“双 11”交易额快速增长  图表 9：移动端占比持续提升 

 

 

 

来源：天猫，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天猫，国金证券研究所 

 

2.2 服装/数码/食品畅销，传统品牌回归主流  

从过往双 11 来看，服装/数码等传统品类一直是销售支柱，15 年食品生鲜、母
婴玩具等品类热度提升。从各商家优惠额度来看，过往 5 折促销等激进营销活
动已大幅减少，商家的关注点从销量转移至利润，价格体系也逐渐稳定。从优
惠额度来看，2/3 的商家折扣在 20%以内，其中 41.2%集中在 11%-20%的区间。 

双 11 
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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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双 11”用户主要消费商品类型(2015)  图表 11：双 11 商家优惠额度分布(2015) 

 

 

 
来源：速途研究院，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速途研究院，国金证券研究所 

随着线上流量红利的逐步衰减、网购人群由追求性价比走向兼顾品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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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淘”
品牌的冲击日益加剧。从 13-15 年双 11 女装品牌排名来看，传统品牌的排位在
持续上升，前 5 名占比从 13 年的 1 家逐年增至 15 年的 4 家，传统品牌排名上
升明显。 

图表 12：淘宝双 11 女装品牌排名（标红为传统品牌） 

排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 茵曼 韩都衣舍 优衣库 

2 韩都衣舍 优衣库 韩都衣舍 

3 Artka Artka 波司登 

4 裂帛 茵曼 ONLY 

5 欧时力 波司登 欧时力 

6 波司登 欧时力 裂帛 

7 ONLY 初语 VeroModa 

8 歌莉娅 妖精的口袋 乐町 

9 Vero Moda ONLY 茵曼 

10 初语 裂帛 Artka 
 

来源：亿邦动力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2.3 全球化、娱乐化、跨界化成新发展趋势  

自 2015 年开始，电商全球化进程加快。受益国内消费升级，高品质的进口商
品受到消费者追捧，15 年双 11 销售额超预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海外产品
的订单增长。跨境出口也取得出色的成绩，速卖通双 11 跨境出口共产生 2124
万笔订单，覆盖到 214 个国家和地区，无线成交占比达到 40%。当天全球(除
中国外)每 100 人之中就有 1 人逛了速卖通。 

图表 13：2015 天猫购物节进出口及消费排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进口成交 日本 美国 韩国 德国 澳大利亚 

省份购买排

名 
广东 浙江 江苏 上海 北京 

消费县排名 昆山 义乌 双流 慈溪 江阴 

出口成交 俄罗斯 西班牙 美国 以色列 乌克兰 

出口品类 数码 3C 服饰 运动 箱包 母婴 
 

来源：天猫，国金证券研究所 

注：进口成交取自 9 点数据，省份及县排名取自 10 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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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活动吸引客户参与，娱乐化成节日亮点。各家电商都别出心裁，不再仅以
价格来获取客户关注，而是以多种活动吸引客户参与，其中与传统媒体深度合
作成最大亮点。各大电商纷纷推出各类玩法，如天猫 1 抵 2、膨胀定金玩法、
国美全网抽现金活动、考拉海购明星发红包等活动。其中，天猫将与湖南卫视
联手推出天猫“2015 双十一狂欢夜”，京东与 CCTV3 联手打造“京喜会”晚
会最受关注。据收视率数据统计，10 日 22 点，天猫双 11 狂欢夜关注度 1.11%、
市占率 22.12%，京喜夜-2015 关注度 0.14%、市占率 2.81%。 

双 11 已不仅仅是购物，它的外延逐渐丰富。双 11 的内涵已经从零售向其他行
业延伸，未来或将包含金融旅游、地产、教育、汽车等诸多行业，形成巨大的
生活消费圈。在 15 年双 11 中，蘑菇街和平安银行、众安保险合作的支付与金
融业务参与促销。 旅游企业也纷纷行动，阿里旅行、遨游网、海涛旅游等线上
线下旅游企业持续推出大促活动。 

图表 14：2015“双 11”晚会关注度  图表 15：双 11 外延逐渐广阔 

节目 

关注度 市占率 

22：00 23：33 22：00 23：33 

天猫双 11 狂

欢夜 
1.11% 0.82% 22.12% 29.10% 

京喜夜-2015 0.14% 0.08% 2.81% 2.87% 

 

 

 

来源：互联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2.4 其他电商平台和线下门店纷纷跟进 

从 2011 年开始，京东、苏宁、国美、一号店等其他电商也陆续关注到“双十
一”商机，积极参与购物促销。2015 年双 11，国美在线全天成交额同比增长
406%，苏宁易购订单量同比增加 358%。从流量分布来看，淘宝+天猫占据
59.5%的流量，仍占据决定主导地位，京东、亚马逊分别拥有 23.5%、11.8%
的流量，其余电商份额较小。 

图表 15：2015 双 11 期间各商城流量分布 

 
来源：速途研究院，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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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2015 年主要电商平台双 11 销售情况 

电商平台 销售情况 

 

双 11 当日，京东订单量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190%。京

东商城下单总量突破 3200 万单，同比增长 130%，

其中，移动端下单量占比达到 74%，而微信购物和手

Q 购物在移动端的占比达 52%。京东全球购当日订单

较 10 月份日均量增长 366%。京东白条用户同比增长

800%，占商城交易额比例同比增长 500%，白条客单

价达 800 元，白条分期客单价达 1500 元。 

 

国美在线双 11 当天成交额同比增长 406%，6 日当天

线下销售额和 11 日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 703%，其中

线上移动端占比达 70%，移动端平均客单价超 2300

元。线下业务在 6 日增长超 10 倍。其中彩电销售额

同比增长 1516%，空调销售同比增长 1350%，冰箱

增长超过 2000%。 

 

苏宁易购双 11 全网销售订单量同比增长 358%、移动

端订单占比 67%，线下门店销售逆势增长了 153%。

其中平台商户订单量占比 34%；农村用户购买占比

26%。海外购商品售出 36.8 万件 

 

截至到 11 月 11 日 9 时，当当图书销售 280 万册、当

当百货销售 77 万件、服装鞋包销售 19 万件、全球购

销售 2 万单，移动端占比达 72%。 

 

我买网在自身平台，以及天猫、京东、苏宁三大综合

电商的旗舰店发力，订单量近 22 万单，同比去年增

长 7 倍，销售额 1883 万，在天猫平台类目排名前

五，苏宁平台类目排名第一。 

 

“双 11”最终达成销售 21.8 万单，销售额达到 2304

万元，80%的订单来源于省外，有近 75%的订单来自

移动端。 

 

完成的销售额是去年的 3 倍，订单量超过 400 万单，

其中移动端的成交量占比超过 80%。 

 

截至 21 点，双 11 成交额同比增长 112%，其中移动

端 GMV 占比高达 76%。双 11 第一小时下单 3000 万

元，最高流量时段在 11 日 11 时至 12 时 8000 万元下

单。 

 

旗下“海外购”业务订单量为去年两倍，进口直销额

为去年的四倍。 

 

来源：互联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2013 年开始，智能终端的快速普及使得 O2O 和全渠道模式成为零售业新趋势，
线下实体门店也从被动分流转向积极与电商开展合作，争取双 11 消费份额。
15 年，阿里巴巴启动“线上线下万店同庆”计划，联合苏宁、银泰、北京汽车、
首旅集团、上海家化等千余商家超过 18 万家实体店的开展全渠道模式，涉及
汽车、家装、百货、电器城等十大类目。王府井、银泰、大商、世纪金花、银
座、天虹、商之都等 17 家各区域龙头百货企业共同启动 2015 中国购物节，超
过 10 万门店参与大规模的促销活动，多数企业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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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2015 双 11 各零售企业销售额增速 

零售企业 同比增速 零售企业 同比增速 

山东爱客多 600% 中百仓储 322% 

邯郸阳光集团 300% 步步高 151% 

合肥港荣百货 135% 兴隆大家庭 130% 

乐城超市 124% 江西国光 112.8% 

五星电器 101.30% 葫芦岛百货大楼 90% 

家家悦 48% 银泰商业 43% 

商之都 25%   
 

来源：互联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2.5  IT 系统、供应链和物流服务体系经受考验  

每年“双 11”都带来了电商线上流量和线下快递处理量的集中爆发，也是对网
站运营维护、支付系统、品牌企业供应链和物流配送服务商的一次压力测试。
2015 年双 11 支付宝峰值 8.59 万笔/秒，为 2014 年的 2.23 倍，移动支付峰值
达 6.8 万笔/秒。根据阿里的数据，15 年双 11 当日发货 1.83 亿件，占 11 月快
递业务量的 7.02%，较 2014 年增长 106.55%，快递处理能力和效率获得极大
提升。集中爆发的购买需求对品牌商的销售预测、库存管理和营销能力也提出
更高要求。过往年度频繁出现品牌商对销量的预估不准确，备货过多导致库存
积压，进而影响到全年销售计划和现金流安排。 

图表 18：双 11 发货量占四季度比重上升  图表 19：快递在四季度出现高峰 

 

 

 

来源：天猫，国家邮政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国家邮政局，国金证券研究所 

 

2.6 销售“水分”存疑，透支四季度消费需求 

众所周知，双 11 节后会出现庞大退货潮，促销单日的销售数据存在较大水分，
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已成为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默契”。平台需要
超预期的销售额造势，商家需要成交量推高排名，吸引媒体、消费者的目光，
消费者在“狂欢”下冲动购物，宽松的退换货政策也导致退款率攀升。从 2014
年的数据来看，销量领先的品牌退款率均在 10%以上，我们预计阿里全网双 11
退货率在 20%以上。 

图表 20：2014 天猫双 11 销售额前十名退货及投诉统计表 

品牌 近 30 天退款率 近 30 天退款次数 

小米 7.36% 74991 

华为 11.49% 14695 

海尔 16.34% 9306 

林氏木业 19.83% 11227 

优衣库 19.12% 17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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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都衣舍 64.09% 180681 

jack jones 38.25% 65947 

罗莱家纺 17.30% 9656 

魅族 12.92% 7748 

全友家居 28.01% 5543 
 

来源：北方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四季度是国内消费旺季，在内需放缓和消费意愿低迷的情况下，双 11 活动销售
额不断创新高，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居民购买力。无论电商平台还是线下零售，
双 11 过后均销售表现平平。从四季度阿里零售消费来看，双 11 仅是将分散的
需求集中在双 11 特定时点集中爆发，未带来新的增量消费，四季度增速未高于
其他季度，双 11 销售额占四季度交易额的占比逐年提升，15 年已高达 9.46%。
此外，双 11 在短期内加剧了线上对线下的吸血效应，线下零售业在 11-12 月普
遍低迷。 

图表 21：2015 双 11 占四季度交易额上升  图表 22：2015 双 11 未提振阿里 4QGMV 表现 

 

 

 
来源：阿里巴巴财报，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三、2016 双 11 预热与前瞻 

3.1 从促销走向购物文化 

随着双 11 的临近，预热活动最先从晚会筹办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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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会”。晚会采取
明星阵容+矩阵直播，引入国际化明星并创造新的游戏玩法，打造超级 IP，提
升平台整体流量。今年，阿里旗下大文娱版块也将加入双 11 晚会筹备和直播阵
营，优酷土豆、天猫魔盒、虾米音乐、UC 浏览器、天猫客户端均出现在联动
直播名单之列。此外，双 11 晚会将推出手机＋电视＋直播的多屏互动，晚会全
部硬广收入都将回馈给消费者，增强晚会娱乐性及趣味性。据了解，晚会这种
新颖体验性模式具有惊人的流量获取能力，新客增加日均提升 3 倍。 

“双十一晚会”的推陈出新，也印证着阿里巴巴对双 11 的态度与操作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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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双 11 有望向全球娱乐节日迈进，打造成超级 IP。随着双 11 交易体
量的不断扩大，继续保持高速成长的概率已经较小，打造成营销推广活动才是
未来转型方向。 

图表 23：天猫双 11 晚会已成为超级 IP 

赞助商 节目 冠名期 金额 

伊利 爸爸去哪儿 1 季 5 亿 

韩束 非诚勿扰 1 季 5 亿 

Oppo 偶像来了 1 季 4 亿 

Vivo 快乐大本营 1 季 3.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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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白 我是歌手 1 季 3 亿 

特步 天天向上 1 季 2.5 亿 

伊利 最强大脑 1 季 2.5 亿 

伊利 奔跑吧兄弟 1 季 2.16 亿 

好彩头 爸爸回来了 1 季 1.38 亿 

福特 挑战不可能 1 季 1.33 亿 

上海家化 天猫双 11 晚会 1 场 1 亿 
 

来源：好奇心日报，国金证券研究所 

 

3.2 布局 IP 经济，抢占新流量风口 

每年双 11 不仅仅是电商平台当季度业绩的重要支撑，还显示了阿里未来的战略
布局思路和营销重点。从 14 年的全球购，到 15 年的农村电商、生鲜电商，今
年 IP 经济将成为重头戏之一。IP 已经越来越成为电商重要、高效的流量入口，
根据阿里鱼的数据，参与 IP 关联销售的店铺，消费的新客户占比高达 70%。9
月淘宝大学刚刚举行“淘宝达人双十一启动大会”，将近 100 个淘宝达人和
300 位商家参加，让商家和达人实现对接。此外，阿里鱼作为专门针对商家的
IP 变现平台，其负责人应宏将担任双 11 晚会总策划。 

图表 29：各大电商纷纷布局网红经济 

电商平台 模式 内容 

蘑菇街 

投入的 3 亿元将用于网红生态链的建

设。uni 引力 2015 年上线，目前已累计

汇聚超过 20000 名网络红人、时尚博

主、摄影师、手作师、化妆师等时尚意

见领袖，精准辐射粉丝人群上亿人。 

第一阶段，平台会对网红进行培养，增

强他们的线上营销能力，第二步，平台

会建立网红成长体系帮助网红成长，最

后，平台会在商业变现方面给予网红帮

助。 

数据显示，蘑菇街知名红人许芸溪

当 天 店 铺 的 浏 览 量 增 长 了

112.6%，店铺成交额较平时增长

67.3%。直播上线一个多月，蘑菇

街上已经有超过 6000 位主播，一

共直播近 3 万次。人气红人主播敏

恩在蘑菇街直播的观众，已经超过

40 万人次，获得点赞超 700 万

次。 

淘宝直播 

定位于“消费类直播”。淘宝直播涵盖了

母婴、美妆、潮搭、美食、运动健身等

范畴。消费者可以通过淘宝直播频道、

微淘频道收看全球购达人逛梅西百货、

漫步时尚之都的街头，在不退出直播的

情况下就能够直接下单主播推荐的商

品。 

淘宝直播自今年 3 月份是运营以

来，观看直播内容的移动用户超过

千万，主播数量超 1000 人，目前

该平台每天直播场次近 500 场，其

中超过一半的观众为 90 后，女性

观众占比 80%。 

聚美优品 

视频直播内容定位于化妆、护肤、穿搭

等一切关于“美”的主题，通过整合影

视、明星、网红等各种优质内容资源来

创造影响力，还独创明星发红包直播互

动功能和环节。 

3 月上线后，已有杜淳、刘芸、梁

静等超过 50 位明星先后加入聚美

直播。聚美独家直播韩国影星 Rain

的演唱会，最高在线观看人数达到

753 万。目前，聚美明星直播间浏

览人数总计突破 5000 万次，电商

平台月活跃人数上升 15%，新增用

户人数增长超过 9%。 

波罗蜜 

15 年 7 月上线时，就推出了直播功能，

并作为品牌主打宣传点，以期通过直播

拉近海外购物的距离，以及参与感和信

任感。 

靠直播时做转发和口碑营销，实现

了第一周每天两万新用户的增长。

而 App 上线第二个月，波罗蜜收入

已超过千万，三个月日单量破万。

波罗蜜直播时段的下单转化率达

20%，直播单场最高同时在线人数

达 6 万人。 

唯品会 

唯品会则在世贸天阶开展一场直播式综

艺活动，邀请 “王小强”、“一只鸡腿

子”两位当红主播、及其他红人、明星

进行了一场 12 小时生存挑战的直播综

创下线上观看人数达 1500 万，同

时在线观看人数超 150 万，微博话

题阅读量 6.3 亿，参与讨论量 7.3

万的记录，线下直接影响近 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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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活动，然后，每一个细节都巧妙植入

隔天的 616 年中大促信息。 

消费者 

网易考拉 

网易考拉海购与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和

花椒直播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将从内容

的制作以及推广传播、与粉丝的互动及

营销、爆款和网红孵化、产品联动等方

面进行合作。 

 

网易考拉的直播合作已经陆续开

展，考拉在斗鱼的直播间新增了 1

万名关注粉丝。 

亚马逊 

亚马逊推出了首部直播电视节目《时尚

密码现场》(Style Code Live)。节目内

容包括时尚和美妆的一些小建议和小技

巧，观众可以直接在播放器下方的滚动

条上购买相应的时尚单品。 

节目时长为 30 分钟，每周播放 5

天，美国东部时间晚上 9 点开播。

瞄准了小众人群。 

 

来源：互联网，国金证券研究所 

 

四、投资建议 

自 09 开始，双 11 已经历了 6 个年头，从阿里独舞走向线上线下共同参与，从
单纯促销活动发展成全球化、娱乐化、话题化的消费盛宴。梳理过往三年双 11
前后资本市场表现，零售板块在活动前期及预热期有相对收益，电商、品牌服
饰板块较为强势。结合阿里今年战略重点和前期预热动作，今年双 11 销售目标
将进一步淡化，娱乐化、多屏互动、直播将成为亮点，IP 达人作为重要流量入
口将与品牌商和店铺深度合作，个性化品牌迎崛起机遇。我们认为 16 年双 11
主题行情已蓄势待发，随着娱乐造势加码和预热事件催化，10 月零售板块或继
续表现，电商、快递物流产业链以及布局线上渠道的品牌商将迎来投资机会。 

个股方面，南极电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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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受益于双 11 活动流量和 GMV 增长 。跨境通作为出口跨境电
商龙头，顺应全球购的趋势，将继续保持销售规模和净利润高增长。苏宁云商
线上平台双 11 销售将再创新高，与阿里战略合作提升门店、物流等资产的利用
效率，双 11 期间合作推进情况值得重点关注。此外，建议关注龙头快递企业及
品牌企业上海家化（2016 双 11 总冠名）。 

 

五、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下行，网购增速大幅放缓； 

2、双 11 后续物流体验较差，退换货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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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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