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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海南免税
首批“竞争者”

“近期我们就听说三亚市里又要新开一

家免税店了，而且前几周，我用导航软件就已

经可以搜到免税店的地址了。”常来三亚游

玩、尤其喜欢“买买买”的小杨（化名）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去惯了中免在海棠湾开的三亚

国际免税城，自己也开始期待能在三亚湾或

其他区域的景点游玩时，能顺路逛逛免税店。

这一次，小杨的梦想终于要照进现实了。除

了中免系，本次，海南离岛免税市场即将迎来4

名“新玩家”，即中免在海南的首批“竞争者”。

中服免税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服三亚国

际免税购物公园坐落于三亚城区鸿洲广场，

毗邻游艇码头，凤凰岛中央商务区。项目总面

积4.3万平方米，首期1.5万平方米，后期可拓

展至20万平方米，11月30日上午将启动试营

业。”而海南自贸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介绍，该

项目中经营的商品将涵盖国际知名品牌香水、

化妆品、珠宝首饰、箱包皮具、服装服饰、手表

钟表、酒类、3C数码、运动户外、大健康等品类。

具体来说，该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独

家透露，目前中服免税已经与LVHM集团、雅

诗兰黛集团、历峰集团等国际顶尖奢侈品集

团达成意向合作，预计明年有望引入目前海

南免税市场稀缺的一线国际品牌。此外，中服

免税进一步实现离岛免税品类的扩充，并将

体育用品、钟、瓷器等品类及海南省委省政府

要求海南尚未经营的10个品牌首次引入海南

离岛免税市场。

此外，结合海南康养旅游定位，中服免税

还将引入健康食品、保健品、医疗器械、按摩

仪、滋补品、电动牙刷等品类，覆盖的健康品

牌包括Swiss movefree、Fancl、健美生、

GNC、正官庄、自然之宝等品牌，其中包括岛

内首次引进的翼展、丽兹、博格等。

无独有偶，同样将于12月30日开门迎客

的三亚海旅免税城坐落于三亚市城市主干道

迎宾路303号，经营面积9.5万平方米，内有近

350个国际知名品牌，并且是首家Apple授权

经销商店。

此外，同样在此次新入局之列的深免相

关负责人介绍，其旗下海南免税店位于海口，

近期就将开门营业，目前免税店第一批工作

人员也已经募集完毕，正在培训之中。业界还

有消息称，海发控即将开业的免税店项目将

地址选在了海口日月广场水瓶座，经营面积

约为3.9万平方米，北面与海南省政府隔街相

望，南面临近红城湖，而中免的日月广场免税

店与其遥遥相望。不过，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

稿，海发控相关联系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中免不再一家独大

距离2020年结束还有不到两天，即将收

官的海南离岛免税行业“闯入”了几个新来

客，搅动了这一池平静的春水，一个全新的市

场格局也正加速浮出水面。

2011年，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

开始实施，中免旗下三亚市内免税店作为国

内首家离岛免税店启动运营。公开信息显示，

截至目前，该集团在海南共拥有三亚国际免

税城、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海口日月广场免

税店、琼海博鳌免税店4家离岛免税店以及在

三亚布局的2家市内免税体验店。“不可否认，

经过多年经营，中免已稳坐海南离岛免税行

业头把交椅，‘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已然成

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表示。

但接下来，海南离岛免税将不再只是中

免的天下。

“其实，近年来，海南离岛免税红利不断

释放，确实引得了各路资本的‘垂涎’。”王兴

斌表示。有专家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目前，

有意争取进入海南免税市场的企业主要可分

为两种：一方面是本身就手握免税牌照的企

业，如深免、中服免税等。而在今年6月海南明

确“具有免税品经销资格的经营主体可按规

定参与海南离岛免税经营”后，免税企业们更

是兴奋不已，次月初就有业内人士发现，珠免

集团已经在海南注册了珠免集团（海南）免税

有限公司，而后，王府井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

也表示，公司目前已在海南积极储备商业项

目，并将全力推进海南离岛免税业务落地。

另一方面，在有限的免税牌照外，也有越

来越多的“业外资本”正尝试通过迂回作战的

方式，侧面切入海南免税市场。举例来说，此

前业内有消息称，阿里巴巴将与全球最大的

免税零售商DufryAG（杜福睿集团）组建中

国合资公司，发展中国的旅游零售业务，同时

阿里巴巴也将战略入股杜福睿集团。而早在4

月，海南就向杜福睿集团抛出了橄榄枝，与其

签约建设免税购物中心。此外，试图“弯道超

车”的还有苏宁。近期，苏宁集团、苏宁国际与

海南旅投在三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表示

将在物流货运、商业地产、旅游零售等领域展

开合作，曲线入场离岛免税。

除商业企业外，旅游企业也纷纷盯上了

离岛免税这个大蛋糕。12月21日，凯撒集团正

式启用海南总部办公室。今年以来，凯撒旅业

还在海南设立子公司、与中服免税达成合作、

入股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进境免税店，挤入免

税赛道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此外，众信旅游

一方面选择“抱紧”中免，另一方面又在10月

宣布与王府井签署相关协议；加上阿里入股

众信，盘根错节的战局正逐渐显现。

“在海南自贸港全年离岛免税销售额超

300亿元的刺激下，这一次4家企业集中开业

新免税店或许只是一个开始。谁都有可能成

为下一个入局者。”王兴斌表示。

如何撼动既有格局

有竞争就会有淘汰。在这场“洗牌之战”

中，离岛免税这块奶酪或许并不好尝。

有着颇为丰富的免税店购物经验的小杨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消费者眼中，此前中免

一家独大时，海南的离岛免税店仅有4家，三

亚只在距离市中心相对较远的海棠湾开设了

一家免税城，如果自己住在三亚湾或亚龙湾，

就需要单程驱车半小时到1小时赶到店里，有

时候，耗费了多半天的时间到店，却经常发现

店内的多款热门商品都处于“无货”状态。“就

在上周，我在三亚国际免税城购物时，在某化

妆品柜台挑选商品，工作人员就直接表示，柜

台上摆放出来的、相对有人气的商品基本全

都售罄了。”小杨坦言，其实这种经历在海南

的离岛免税店中十分常见，喜欢的品牌没有、

想买的商品买不到，确实比较影响购物体验，

换言之，货品的丰富程度、货源的供给链是否

完善、货品价格是否实惠等，都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消费者到底会选择哪家免税店。

在北商研究院特约专家、北京商业经济

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看来，免税店的核心竞

争力就是价格优势及产品的丰富程度。“通常

来说，免税店会有较为固定的合作伙伴及供

应链，但新入局的企业无论是在渠道资源管

理还是人才引进上都有一定短板，在与国际

大牌谈合作时，也很难拿到较低的价格及货

源。而且，世界知名的品牌往往在内地的大型

商场均设有专柜，品牌方也会考量签约过多

免税企业是否会对自身完税业务造成冲击。

因此现阶段，新入局的企业如何保证货源确

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进一步表示，

由于组织货源及招揽人才均需要一定时间，

新开业免税店的销售业绩可能很难马上比肩

中免已有的离岛免税项目。此外，若免税商品

价格竞争力不足，在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下，

部分线下免税店的“性价比”很可能还不如跨

境电商甚至是完税商品线上旗舰店。

在此背景下，为增强整体的游客吸引力，

部分免税店还尝试通过扩展业态来延长留客

时间。据小杨介绍，在三亚国际免税城二期开

业之后，自己也时常会到二期去看看完税品

专卖店或用餐，但相比一期，仅一个天桥之隔

的二期项目里，客流确实冷清了许多，里面有

些餐厅即使到了周末的饭点，也存在1/3-1/2

的空位。不过，赖阳也直言，对于消费者来说，

选择商品的决定因素仍然是性价比，但配套

服务可能也会成为重要加分项。

不过，也有专家表示，从目前已经落定的

几家免税店选址来看，企业不乏有“借力”周

边流量的意图。“如日月岛等处的选址，就能

与周边商圈流量相结合，同时还可与已有的

免税店形成联动效应，实现货源或商品数量

的互补。此外，免税店也可与周边景区或是业

态合作，推出一些联动或套票产品，甚至将免

税店纳入热门旅游线路，来吸引客流。”上述

专家称。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杨卉

“动奶酪的人”终于要来了。12月29日，海南自贸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官宣海南离岛免税牌照“新玩家”名单，除了此前

披露的海南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旅投”）和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发控”）外，业界传言已久的中服免税和深圳市国有免税商

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免”）也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据介绍，海旅投和中服免税旗下的两家免税店将于12月30日

开门迎客，且二者均位于三亚市，而其他两家企业的免税店也将最晚在明年初开业。

就此，北京商报记者分别联系了这4家企业，其中，中服免税表示后期项目具有较大延展性，可拓展至20万平方米。而

截至记者发稿，海旅投和海发控相关联系电话一直未能接通。在业内看来，随着各路企业的入局，规模超过300亿元的离岛

免税市场势必会迎来一场“洗牌之战”。

超500亿涌入教培市场 机构们的钱都花哪了

年末融资潮

尽管2020年即将落幕，但教培市场上的

浪潮仍未平息。进入12月后，多家头部教培机

构先后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或定增。在二级

市场上，好未来宣布完成了33亿美元的定增，

其中，23亿美元为可转换债券，由美国私人股

权投资公司银湖资本领投，10亿美元为新发

行的公司A类普通股。另一家教育巨头跟谁学

也在本月初完成了8.7亿美元的特定增发。

跟谁学创始人兼CEO陈向东表示，公司

完成的特定增发的8.7亿美元没有去寻找第三

方，也没有去寻找投行的帮助。“我们就是和

律师沟通，和投资人沟通，不到一个礼拜我们

就完成了这个交易，并且在我们宣布做这项

特定增发之后，在一个礼拜之内，钱是全部到

账的。”

而在一级市场上，在线教育独角兽公司

猿辅导和作业帮也分别在年末获得了融资。

具体来看，猿辅导获得了来自云锋基金的3

亿美元融资，在此次融资完成后，猿辅导在

2020年的融资金额达到35亿美元；作业帮则

完成了超过16亿美元的E+轮融资。同时，作

业帮创始人兼CEO侯建斌也表示，在线教育

已经进入了长期竞争，在获得融资后，作业

帮将继续聚焦K12大班课，重投教育和科技，

增强核心竞争优势，扩充产品品类，加大新

业务的布局。

同时，据北京商报记者此前的不完全统

计，截至2020年11月20日，教培公司在一级市

场共发生了196起融资事件，融资金额已经超

过460亿元人民币。12月频发的融资事件又再

次将今年教培行业的总融资额推向新的高

度，目前，2020年教培市场的总融资额已超

500亿元，而2019年的同期总融资额数据则在

200亿元人民币左右。由此，资本在今年对教

培市场的关注可谓是前所未有。

钱去哪儿了

资本的抢入无疑让教育行业成为今年最

受瞩目的领域之一。百亿资金的加持下，教育

机构们纷纷发力营销。根据腾讯营销洞察

（TMI）与明略科技联合推出的《在线教育行

业内容营销洞察白皮书》显示，2020年，以在

线教育为主的教育品牌在内容营销领域都进

行了加码。与2019年相比，2020年投放内容营

销的在线教育品牌数量增长了一倍，合作投

放的节目包括综艺、电视剧等多种类型。

同时，根据AppGrowing发布的《2020

年Q4教育行业广告投放分析》（以下简称《分

析》）数据统计，2020年四季度，教育培训行业

的广告投放数量在全行业广告投放数量中排

名第5，相比Q3的投放排名有所提升。《分析》

指出，具体来看，10月教育培训广告占比较

低，未进入前五，而11、12月电商月时，教培广

告占比分别为5.89%、7.63%，投放力度逐月增

强。值得注意的是，快手已经成为K12教培广

告的重要阵地。

此外，据AppGrowing统计，2020年Q4

进行投放的前五名机构均为目前教培行业内

的头部玩家，且全部集中在K12领域。包括高

途课堂、学而思网校、作业帮、猿辅导、有道精

品课等在内的机构均上榜。

有业内人士指出，年末增加的广告投放

或为机构们迎接寒假招生提前做的准备。多

鲸资本合伙人葛文伟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不管是作业帮还是好未来，这些机

构在年底的大额融资基本都是为了寒假的拉

新和明年的拉新。“各家机构都是在准备明年

争夺市场的子弹。”

或将回归线下争夺

教培行业的资金涌入催生了巨头的诞

生，在今年一级市场的融资中，猿辅导和作业

帮的融资占据了总融资额的绝大部分份额，

行业的马太效应正不断加剧。有业内人士表

示，巨头们花在营销和获客上的钱，是小机构

难以企及的，正因如此，部分小机构选择不和

巨头们正面冲突，在投放上避其锋芒。

在指明灯智库联合创始人郁苗看来，继

2019年暑假在线教育广告大战和2020年的疯

狂投放之后，2021年将成为在线教育进行线

下获客的鏖战之年。“教培行业和零售行业的

商业逻辑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新零售的角度

来看，社区便利店是新零售的一个很好的线

下流量收集器，横向对比来看，教培行业的线

下班级和线下机构也有非常好的获客能力。

实际上，线下获客的成本要比线上获客低。由

此，增加线下团队的投入是有利于教育机构

进行线下获客的。”

此外，葛文伟认为，从2012年在线教育兴

起之初到现在，目前教育行业内的融资已经

接近尾声。“所以呈现出融资的数量下降、单

笔融资金额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在线教育巨

头们的发展是否将打破三四线等教育资源稀

缺城市的市场格局呢？葛文伟表示，在线教育

机构推出的课程只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需

求，但不能覆盖整个用户需求。“教培行业最

终会呈现出线上线下长期并存的局面。”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2020年即将结束，对教培行业来说，市场的繁荣也吸引了大量资

金的入场。截至12月29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投入教

培市场的资金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年之最。同时，近一个月

来，好未来、跟谁学、猿辅导、作业帮等头部玩家又相继完成了大额融

资，其中，作业帮E+轮融资超16亿美元，好未来定增33亿美元。巨额资

金的涌入为本就火热的K12红海再添一把柴，而在资金的加持下，机构

们都瞄准了机遇与风口，不断加快跑马圈地与整合业务的步伐。引人思

考的是，市场上超5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究竟都花在了哪？在经历过一

波又一波的烧钱之后，教培领域的格局又将如何重新洗牌？

公司名称

猿辅导

跟谁学

作业帮

好未来

年终盘点·教育2020

12月教培市场大额融资不完全统计

融资轮次

定向增发

E+轮

定向增发

融资金额

3亿美元

8.7亿美元

超16亿美元

33亿美元

所处市场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融资时间

12.24

12.7

12.28

12.29

投资方

云锋基金

阿里巴巴、Tiger�Global、软银愿景基金一期、红杉资本中国基

金、方源资本等

其中23亿美元可转换债券由银湖资本领投

（信息来自海南自贸港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官微、企业提供、公开消息）

海南4家新开免税店基本情况

■ 三亚海旅免税城
开业时间：12月30日
经营方：海旅投
经营面积：9.5万平方米

■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公园
开业时间：12月30日
经营方：中服免税
经营面积：总面积4.3万平方米
首期1.5万平方米

■ 深免免税店
开业时间：今年底或明年初
经营方：深免
经营面积：接近10万平方米

■ 海发控免税店
开业时间：今年底或明年初
经营方：海发控
经营面积：约3.9万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