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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如何打好“免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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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稀缺资源

王府井集团拿下免税牌照这一稀缺资

源，被业界认为是百货业变革的历史转折点。

6月9日晚，王府井集团发布公告显示，王府井

集团收到控股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转发的《财政部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免税品经营资质问题的通知》，授予

王府井集团免税品经营资质，允许该集团经

营免税品零售业务。

据悉，王府井集团不仅是商企中首家拿

到免税品经营资质的企业，也是继中免、日上

免税、海免、珠免、深免、中出服、中侨之后，我

国第8家拥有免税牌照的企业。

王府井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王府井的免税业务不仅能拉动既有

商业发展，还会为传统百货转型升级提供

新的路径，“免税将与王府井的有税商业形

成补充，形成引流、带客的效应，未来王府

井的目标是希望旗下免税、有税业态可以

实现有效融合”。

另有接近王府井集团的业内高管向北

京商报记者透露，实际上，王府井集团拥有

免税资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要体现在

退税业务上。而此次该集团拿到免税品经

营资质，正是建立在此前已经拥有的退税

业务的基础上。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王府井集团旗下的

北京商场拥有退税业务，所以免税店落地形

式可以预估还是聚焦在北京市场。”上述高管

预测。据悉，王府井集团在京的商场有北京百

货大楼、东安市场、双安商场、长安商场、右安

门王府井购物中心和北京赛特奥莱。

对于未来落地形式，上述高管表示，传统

百货集团接入免税业务，无疑会与现有的商

业资源关联，如在实体商场内引入免税店，或

者成立专门的免税区域，通过采购免税商品

销售给出入境的消费者。

北京商报记者分别联系王府井集团高层

管理人员、旗下商场主管、董秘、宣传部和总

裁办等渠道，上述人员均表示，对未来落地形

式尚不清楚。有王府井集团高管透露，目前集

团内部对一切规划均在部署阶段。

物美集团购物中心事业部总经理李存孝

表示，王府井集团拿到了免税品经营资质，说

明在资本市场相对活跃，随着旅游业进一步

扩大开放，免税资质的价值无疑将会放大，会

为企业未来业绩提供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从王府井集团现状来看，现在传统百货

受到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王府井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亏损约2亿元，

同比下降150.16%。

免税业务或将成为王府井的突围之路。

在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王府井已形成百货、

购物中心、奥莱、超市多业态协同发展。此次

将增加免税店模式，提高对消费者吸引力。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

任张建平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现在中国内地有18个省份设有自由贸易试验

区，这意味着只要是在属于海关的特殊监管

下，王府井集团都有机会、有可能去设免税品

的门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免税店实际上给

王府井集团提供了一个新的增值业务渠道。

聚焦北京地区

虽然具体规划还未最终确定，但王府井

方面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其“线上+线下”的经

营方向已经敲定，且当前王府井免税的“主战

场”也基本锁定在了北京。

近几年来，在免税经营上并未有新的入

局者，王府井集团的加入无疑将对北京城市

消费起到带动作用。北京作为全国首个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完善市内免税店

创新是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催化剂”。就

在王府井集团刚获取免税经营资质的同时，

北京市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

模式促进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北京将进一步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

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其中，更特意提及了

加快落实国家免税店创新政策，优化口岸、市

内免税店布局，开发专供免税渠道的优质特

色产品。

张建平表示，北京市现在是中国唯一的

服务贸易开放试点城市，其中服务贸易开放

涉及到众多的领域。而王府井集团作为商贸

企业的龙头，能够获得免税品经营的牌照是

北京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

中国免税店大致有三种模式，分别为机

场免税店、市内免税店及离岛免税店。就业内

各专家观点而言，王府井集团在全国各地均

有布局，涉及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业

态，不过，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市场相对成

熟，市内免税店布局是发展免税业务的最大

可能。

据了解，市内免税店主要凭护照或者出

境凭证购买，主要分为仅针对外籍游客和有

出入境记录的消费者两种类型店铺，且有的

市内免税店要求在出境口岸提取免税品，比

如机场。而机场免税店一般要凭登机牌购买，

购买完成后可直接带走商品。由此可见，市内

免税店相比机场免税店购物时间和提货方式

更加灵活便捷。

李存孝认为，市区免税店与机场免税店

的产品线有所区别，这主要是因为市区免税

店主要针对旅游客群和休闲娱乐的消费者，

而机场免税店针对绝大多数商务客群，机场

购物能够更加节省时间。

同时，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主任

郭增利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的免税店

消费商品主要以国际品牌为主，尤其奢侈品

受到消费者的追捧。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消费

者在全球的奢侈品消费中占比约为三成，但

中国消费者在中国境内的奢侈品消费仅为

30%，贡献仅为9%，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郭增利表示，因受国际疫情及国际形势

的影响，出境消费者越来越少，而消费者需求

尚不能满足。同时，从上述数据来看，中国消

费者也成为免税店的消费主体。如果中国扩

大了市内免税试点或增加免税额度，这无疑

将进一步促进消费回流，也会在扩大服务业

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取得

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王府井可能会争取在自己的线下免税

业态中融合中免与中出服两种模式，既面向

入境的境外人士，也同时服务于有出入境记

录的回国人员。”免税企业经营者王鹏（化名）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尤其后者，或将成为王府

井免税销售的主要受众群体。

不是万能钥匙

其实，在竞争激烈的商业市场上，免税牌

照无异于一块“金字招牌”。这不仅由于免税

品普遍具有天然的价格优势，更因为在我国

巨大的免税消费需求下，拥有免税品经营资

质的企业却屈指可数。

虽然免税品经营执照在国内比较稀缺，

但这并不等于企业拿了一张万能牌。李存孝

认为，王府井集团拥有了免税品经营执照，会

在规模采购中具有议价能力，对股价也有一

定的提升作用。不过，目前中国的各大免税店

与国外免税店相比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免税店的覆盖面需要涉及到衣、食、住、行、康

等各品类，如果不同类型的免税店在业态配

比与消费者画像难以匹配，长期经营情况也

有待观望。

同时，能对王府井集团的免税业务起到

一点警示作用的是，北京目前已经拥有两家

市内免税店，分别是中免免税店和中出服免

税店。其中，蓝色港湾的中免免税店为北京市

内首家免税店，该门店以“店内预约，口岸提

货”的方式落地，主要针对境外游客开放，在

消费者受众上局限性较大，从而导致了该门

店客流较少的情况。

而中出服免税店虽然面向中国公民，但

也只针对拥有180天内入境记录的消费者，且

每人的额度仅为5000元。有网友透露，中出服

免税店的商品品牌多为中端产品，国际奢侈

品牌较少，吸客能力有待提高。还有网友透

露，该免税店即将在8月撤店，新的选址目前

尚不清楚。

张建平指出，机场免税店面对的既有

国内消费者，也有国际消费者，但目前市内

免税店几乎只能是国际旅游者，受众人群

相对有限。

对于上述观点，郭增利表示认同，“消费

者在购买免税产品的时候具有一定的附加条

件，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升级和创新，企业发

展还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张建平还指出，王府井的免税店作

为该行业的后来者，未来经营中可能会遇到同

行业的竞争。王府井集团要想打破消费者的免

税店格局印象，只能给消费者更多的实惠。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刘卓澜 蒋梦惟 刘凤茹

800余商户齐发消费券 东城商场复苏

·北京消费季观察·

北京商报讯（记者 闫岩 刘卓澜）东城区
的商业资源相比其他区域更为丰富，在拉动

消费上也占了先天优势。伴随着“北京消费

季之燃购东城”的启动，东城区的商业恢复

已经逐渐追赶到疫前水平。北京商报记者从

东城区内各大商场了解到，通过此次消费

季，客流及销售额环比提升约30%，目前的

客流已经达到疫情前正常水平的90%。东城

区此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全场景布局、全业

态联动等方式，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加速

促进消费人气回暖。

疫情防控降级后，消费者回到了商场，

大部分商场的表现也几乎与疫前无差别。北

京商报记者从来福士相关人员处获悉，消费

季启动以来，来福士的客流环比增长了

20%，目前销售也恢复到了疫情前水平。其

中，该商场商户味千拉面表示，该店接受北

京消费券的使用与核销，通过此次消费季的

促进，销售额也相比此前有所增长。

同时，北京商报记者从北京市百货大楼

获悉，仅6月6日全天客流就环比上升30%，

销售环比上升28%，客流恢复到同期的

85%。北京市百货大楼副总经理乔晶晶向记

者表示，目前北京消费季对项目的客流提升

作用显著。借助多平台对北京市百货大楼进

行多元化宣传。同时，北京市百货大楼中超

过85%的商户都可以使用北京消费券，线下

的引流作用相对比较明显。

据了解，东城区的消费季联动区域内商

旅文体资源，策划“精彩东城”“消费东城”

“品质东城”“韵味东城”“味道东城”“活力东

城”六大板块。

东城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根据

“政府引导、平台支撑、企业助力、供需两端

受益”的模式，东城区商务局前期已面向全

区征集参与消费券发放的餐饮和零售门店、

商户800余家，并与京东平台对接。下一步，

将面向重点商圈内的餐饮商户、单体中特色

小店继续征集。

该负责人透露，6月17日，阿里巴巴本地

生活将投入500万元红包，通过线上线下同

步领取的方式免费发放给东城区消费者，在

前门大街布置道旗、地贴、拱门等进行宣传，

聚商街人气。

除了商场复苏痕迹明显外，老字号的活

跃度也提升起来。东城区也可谓是老字号聚

集地，在消费季期间，北京稻香村、吴裕泰、

东来顺、同仁堂等老字号品牌开展上新、让

利等促销活动。老字号品牌吴裕泰相关负责

人表示，吴裕泰王府井旗舰店的茶冷饮、冰

激凌等创新产品的销售额明显增长，花茶的

销售额较之前实现大幅增长。此外，5月30日

晚，东城区商务局局长与网络红人和新生代

明星在王府井apm阿里直播间一起为老字

号及知名餐饮企业带货直播，当晚线上观看

人数达到28万人次。

此外，夜间经济将成为区域后续拉动消

费的主要力量。东城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消费季期间，东城区还将在6月15日举办

“e口吃遍小龙虾”暨东城“夜经济”启动仪

式，借助明星、网红直播带货，将“云逛街”与

夜间经济进行有机结合。同时，百荣世贸商

城也将重启百荣“啤酒花园”，在进行菜品、

饮品让利活动的同时，加大门店上新力度，

延长门店营业时间，打造东城“夜经济”特色

活动。

受拿下免税牌照消息的刺激，6月10日，王府井的股价再度涨停。截至收盘，王府井涨
幅为10.01%，总市值为233.8亿元。王府井于晚间收到上交所的监管工作函，并回应称，知
悉免税业务的内幕知情人没有违反保密义务行动。

政策利好不断。当日，北京市宣布将加快落实国家免税店创新政策，优化口岸、市内免
税店布局。而就在前一天，王府井集团刚刚拿下免税品经营资质。据接近王府井集团的业
内人士预测，未来免税店落地主要还是聚焦北京地区。

如何发挥新业务的最大价值、带动王府井集团的转型备受关注。同时，伴随服务业扩
大，北京作为旅游城市是否会在市内免税店的加持下加快消费回流？

“6·18”后 数字化消费还远吗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为迎接疫情

防控常态化后的首个线上规模化大促“6·

18”，各行各业都在“冒着暴雨修屋顶”。尤其

是在疫情期间将线上作为主阵地的医药、家

居家装、汽车等企业，需要在这个流量红利爆

发的当口儿，检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6

月10日，阿里解读“6·18”如何线上线下融合

促消费时，数位商家对未来的消费走势进行

了预判。

大搜车创始人兼CEO姚军红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直言，疫情对汽车行业的影

响不容忽视。

姚军红称，汽车行业在2019年前经历长

达28年的高速增长，2019年本以为已经跌到

谷底，等着2020年行业复苏，然而今年1-3月，

门店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但也正是这场危机，

让姚军红与大搜车抓住了机遇：“以前向店主

推行数字化十分艰难，多数从业者认为数字化

系统可有可无，小店承接力有限且要投入一定

的成本。反而是疫情将数字化进度拉到了新高

度，门店停摆让不少小店主动尝试。”

许多企业发现，数字化消费在疫情中并

未消失，而是体现出一种“错峰”状态。

红星美凯龙执行总裁陈东辉在接受采访

时称，家居家装属于耐用消费品，偏刚需的行

业，消费需求没有消失。疫情的发生反而触发

了很多新的消费需求，例如在家的居家的场

景，消费者得益于数字化以及新技术的应用，

体验到了在线云设计、VR逛店等新技术衍生

出的新玩法。这也意味着，在家居家装行业，

消费需求只是出现了延后，甚至还会有明显

的反弹。

消费“延期”还发生在医疗领域。美年大

健康创始人俞熔表示，过去数月举措促进了

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线上问诊人数

激增。公立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纷纷成立了

“互联网医院”，短期内出现虹吸效应。

实际上，疫情改变了消费习惯，也让企业

思考战略部署的调整。陈东辉认为，疫情让红

星美凯龙从注重店效、坪效的阶段进入到注

重客效阶段，相应的数字化进程也因此得以

提速。

数字化消费达到何种程度才算得上理想

状态？姚军红在回答北京商报记者提问时强

调，数字化成效几何要基于供应链的情况。

“数字化与供应链打通极具必要性，越小的店

越是如此，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平台方需要将

更多的小商户和消费者实现链接，实现效率

的最大化。”

俞熔也同样表示数字化的风口还在路

上，尤其是医疗领域的数字化，或许才刚刚起

步。线上医疗的难度在于商业流程复杂性、产

品的非标性和支付刚性，因此疫情防控常态

化后能不能留住用户是一大考验。

中国免税店
三种模式

机场
免税店

离岛
免税店

王府井
是我国第8家拥有
免税牌照的企业
其他7家为

中免 日上
免税 海免 珠免 深免 中出服 中侨

通过消费季，东城区各大商场客
流及销售额环比提升约30%， 目前的
客流已达到疫情前正常水平的90%。

90%

市内
免税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