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零售巨头业绩亮丽 关店潮仍在上演

本报记者 薛瑾

近日美国零售巨头塔吉特、劳士、诺德斯特龙等纷纷展示强劲的二季度业绩报告，业绩发布后股价纷纷大幅上扬。 但他们仅是零售业寒冬中的一抹亮色，新一轮关店潮正成席卷之势。

据市场研究机构统计，2019年前7个月，美国已宣布关闭的门店数量比2018年全年增加近三成，预计今年全年美国关店数量或达1.2万家。 分析人士认为，零售业的寒冬还将持续。 行业竞争加剧以及人们消费习惯改变，是关门潮的主要原因，包括上述零售巨头在内的企业，只有通过良好的策略和不断的技能升级才能在寒冬中生存下来。

Q2业绩喜人

8月21日美股盘前，美国零售巨头塔吉特（Target）公布了2019年第二季度（Q2）财报，数据显示公司实现营收184.22亿美元，净利润达9.3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6%和17.4%，均超预期；同店销售增长3.4%，高于市场预期的2.9%。 业绩公布当天，该公司股价收盘价大涨逾20%，领涨所有标普500成分股，且创造了公司历史上最大单日涨幅，并首次站上100美元关口。

该公司第一季度就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单，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康奈尔在业绩会上称塔吉特是此轮零售业变革中的“赢家” ，因为公司敢于投资自己的业务，并适应零售业全渠道转型。 有分析称，塔吉特很可能成为股神巴菲特的下一个“大象级别”的投资对象。

当天，家居连锁零售巨头劳士（Lowe's）也公布了Q2成绩单。 该公司二季度实现营收209.92亿美元，同比增长0.5%；净利润为16.76亿美元，同比增长10.3%；同店销售增长2.3%，高于市场预期的1.8%。 当日该公司股价涨幅超过10%，在标普500成分股涨幅榜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塔吉特。

两大巨头的强劲表现也提振了同行股价，高档连锁百货公司诺德斯特龙（Nordstrom）、科尔士百货（Kohl's）、服饰零售商盖普公司（Gap）、服饰家居折扣零售商TJX当天均在标普500成分股中领跑，而TJX此前公布的业绩报告同样超出预期。 当日盘后，诺德斯特龙也发布了Q2财报，尽管营收增速稍显逊色，但盈利数据却远超华尔街预期，导致其股价在22日收盘时大涨近16％，领涨标普500成分股，并创造公司逾十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以百货公司为代表的部分零售巨头业绩喜人，暗示此前一段时间美国零售业消费的强劲态势。 这一态势也得到官方数据佐证。 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7月零售数据显示，得益于线上购物的激增，美国7月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0.7%，高于预期的0.3%和前值0.4%，实现四个月来最大增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市场对经济可能进入衰退的担忧。

关店潮不止

尽管美国零售业景气度有所回暖，但这或许只是赢家们的狂欢，美国零售门店关店潮仍在持续。

市场研究机构Coresight� Research此前一项报告显示，截至7月初，美国零售业已有逾7000家门店宣告关闭，超过2018年全年关店整体数量（5524家）的近三成。 该机构还预计，2019年全球美国零售门店关闭的数量可能达到1.2万家，超越2017年的历史峰值8139家，创造新一轮关店高潮。 裁员潮也随之而来，有机构统计，今年上半年美国裁员总数超过33万人，为金融危机十年来最高水平，其中零售业裁员人数为5.3万人，居各行业之首。

连锁百货公司西尔斯、凯马特、Party� City、药店连锁品牌沃尔格林、CVS等均为关店潮的受害者。 据媒体报道，有逾70年历史的折扣日用品连锁店弗雷德（Fred’ s）近日宣布关闭129家门店，目前，弗雷德的股价已距离今年三月的阶段高位下跌超九成。

分析人士称，来自后起之秀的激烈竞争、电商的不断壮大以及人们消费习惯的转变，是导致美国实体零售店大规模关门的主要原因。

瑞银报告估计，零售业的痛苦未来几年还会持续，电子商务的渗透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有8000至8500家门店被迫关闭，如果电子商务渗透率从目前的16%升至25%，到2026年关闭门店数量或达7.5万家。

“新零售”崛起

尽管行业大环境糟糕，但市场仍不乏表现亮眼的玩家。 他们或是“巨象转身” ，积极拥抱新的消费趋势；或是“后来居上” ，成为新的消费潮流的引领者。 这些玩家不管是“昙花一现”还是“长盛不衰” ，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了在当下时代脱颖而出的“密码” 。 零售业正在发生巨变，能够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一定是能够快速适应环境变化并适时调整经营策略的公司。

在零售行业有一种现象十分明显，即在实体零售店深陷关门潮的同时，不少新兴的实体零售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线上、线上渠道也被渐渐打通。 有研究机构对实体店并不悲观，预测到2022年，美国70%的零售业销售仍将发生在实体店，但新科技的应用将颠覆消费者在实体店的购物体验，也就是说“新零售”模式将渐成主流。

以美国两大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和亚马逊为例，虽然二者一个从传统店面起家，另一个从电子商务起家，但他们都走出了相似的方向，即不放弃自身优势，推动线上线下双开花。

沃尔玛依托密集的线下零售网络优势和持续的线上业务创新，在零售行业洗牌中赢得发展空间。 其日前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在实体门店同店销售额一季度实现3.4%的强劲增长之后，二季度继续增长4.5%，创逾十年最高增速。 其大力推行全渠道战略转型，从线下到线上进行渠道整合，已看到成效，最近几期财报均显示其电商业务增长显著。

亚马逊则是向线下延伸业务触角，双线并举，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 亚马逊近些年在线下零售领域动作不断，如收购Whole� Foods、加大Amazon� Go的覆盖范围等。 亚马逊开设的无人商店，用前沿数字科技重塑实体店购物环境和购物体验，如采用传感器和计算机视觉技术来检测购物者携带的物品，并自动为其支付账单，改变了传统排队结账方式。

中企海外投资选择多 小众市场潜力大

□本报记者 张枕河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和开放步伐加快，中国企业

赴海外投资的选择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此前市场关

注相对较少的市场， 也希望能够与中国更多地开展合

作，吸引中国企业投资。

位于南美洲的乌拉圭，全国总人口不足350万，近年

来却在各个领域加大与中国的合作力度。乌拉圭有何过

人之处？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在“乌拉圭周在中国” 系

列活动期间专访了乌拉圭工业部部长吉列尔莫·蒙塞奇

和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

蒙塞奇表示，乌拉圭虽然是个小国，却能成为中国的

良好合作伙伴，未来希望可以扩大与中国各个层面的合作，

吸引中国企业来乌投资，也希望中国的消费者能够给予乌

拉圭更多关注。具体而言，到乌拉圭投资有三大优势。首先，

乌拉圭的政治和法律环境都非常稳定，拥有透明的营商政

策。 其次，乌拉圭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对

乌拉圭本地进行投资，还可以将乌拉圭作为进一步投资整

个拉美的“门户” 。再次，乌拉圭发展规划好，很多优势行业

的发展路径清晰，投资者可以看到较光明的前景。

卢格里斯指出，对中国企业而言，乌拉圭有很多行

业具有吸引力，而对于乌拉圭而言，中国市场也有很多

合作机会，双方加强合作一定会创出共赢格局。

蒙塞奇介绍，乌拉圭在林业、国际服务、可再生能

源、物流、医药、食品等领域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中国企业的投资已经非常可观，未来仍有

潜力。 乌拉圭的地理位置十分适合太阳能、风能和水力

发电的发展，而未来可再生能源还可以和电动汽车等热

门行业结合起来，其中蕴含的商机非常大。

乌拉圭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食品产地之一，以杰出品

质和食品安全而著称， 有着悠久的农产品出口历史，其

中机会也值得关注。虽然乌拉圭仅有350万人口，但食品

产量可供应将近3000万人， 潜在供应能力可达5000万

人。 除最知名的优质牛肉之外，乳制品和大米也是乌拉

圭引以为傲的产品。 目前，乌拉圭是全球优质大豆的主

要生产国之一、 全球六大牛肉出口国之一以及拉美最

大、全球第五的大米出口国。 乌拉圭还拥有拉美地区最

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数字、互联互通、光纤等技术领

域也蕴含投资机会。

麻烦不断 迪士尼总市值月内蒸发逾120亿美元

□本报记者 周璐璐

近期，全球娱乐及媒体巨头华特迪士尼公司的股价

可谓是“跌跌不休” 。

据Wind数据，迪士尼股价自7月29日涨至年内高点

147.15美元后便一路震荡下挫，截至22日美股市场收盘，

迪士尼股价报136.08美元，最新总市值为2451亿美元。

自8月初以来， 迪士尼股价已累计下跌4.85%，总

市值也从7月31日收盘时的2574亿美元跌至目前的

2451亿美元，以此计算，迪士尼总市值月内已蒸发123

亿美元。

在迪士尼股价持续下跌的背后，则是迪士尼公司要

面对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财报不及预期、涉嫌财务造

假、上海迪士尼“搜包”风波……

2019年8月6日美股盘后， 迪士尼发布了2019年第

三财季业绩报告。 迪士尼公司第三财季营收为202.5亿

美元，同比增长33%，但不及市场预期的214.78亿美元，

去年同期为152.28亿美元；净利润为19.82亿美元，远不

及市场预期的25.66亿美元， 也不及去年同期的30.59亿

美元。

迪士尼行政总裁Robert� Iger指出， 集团早前斥资

700亿美元收购21世纪福克斯的娱乐业务，是导致利润

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公司原先估计每股盈利将因收购

而减少35美分，但最终减少了60美分。

业绩逊色带来的消极影响还未解除，又一个更大的

“麻烦”突然降临。 根据美国道琼斯公司旗下金融信息

网站Market� Watch� 19日报道， 曾在迪士尼工作过18

年的运营部门高级财务分析师桑德拉·库巴已向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资料，指控迪士尼财务造假，

库巴称迪士尼乐园和度假村业务部门的员工利用公司

会计软件的弱点，系统性地夸大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根据库巴的指控，公司会计软件的漏洞为他们提供

了便利，仅在2008-2009财年，迪士尼的年收入就可能

被夸大了60亿美元。 而据迪士尼财报，迪士尼乐园及度

假村业务部门2009年的总收入为106亿美元。 如果这60

亿美元是子虚乌有的话，那么迪士尼面对的可能不仅仅

是光环失色，或许将是万丈深渊。

迪士尼对库巴的指控表示否认，但这一事件已给迪

士尼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消息传出后，Imperial� Cap-

ital将迪士尼目标价从147美元下调至140美元，维持与

大市同步的评级。

分析人士称，目前美国金融市场风声鹤唳。 2001年

底，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商品和服务公司之一的安然公

司轰然倒塌，原因正是财务造假。 如今类似的事情再次

亮起红灯，不管是否属实，都应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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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观察

黄金和他的朋友们

□王亚宏

今年二季度以来金价大涨，

成为最耀眼的投资品种之一。 尤

其是在“同门” 的石油和基本金

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情况

下，贵金属的光芒显得更加耀眼。

从基本面来看， 金价高涨有

些“无理” ，毕竟在全球最大的黄

金消费国中国， 占据需求半壁江

山的金饰已连续第三个季度同比

下滑。 而在被誉为拥有“黄金之

心” 的世界第二大黄金消费国印

度，随着本地金价创下纪录高位，

打击重要节日季的零售销售，今

年的黄金需求可能较上年下降

10%至三年来最低水平。

既然拉动黄金增长的两大引

擎都未发力，金价为何高涨？黄金

的三位“朋友” 在这轮上涨中出

力良多。

对黄金最友好的举动来自美

联储降息。今年5月初美联储还认

为美国经济根基稳固，风险可控。

但就在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里， 美国的货币政策机构就完成

了一次“变脸”表演。

自2015年12月美联储启动本

轮加息以来，一共加息9次。 在过

去的5次加息周期里，平均每轮连

续加息次数为11次， 目前的加息

进程还未达到平均数， 就已经转

为降息， 这也印证了对经济前景

的担忧。但当降息通道打开时，本

来持有成本较高的黄金将获得新

动能。 美联储虽然在努力地摆出

独立性姿态， 但在总统特朗普的

压力下已节节败退。 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称降息“是为了保护经济

免受疲软全球增长和贸易紧张关

系带来的下行风险影响” ， 而对

风险的渲染无疑增加了黄金的避

险需求。

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调整给

黄金打入“强心针” ，而全球其他

央行增加官方黄金储备则对金价

起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 的效

果， 大笔增持黄金储备的央行们

也成了黄金的第二个朋友。 不但

中国央行连续8个月增持黄金储

备， 世界其他央行也都持续对黄

金保持巨大热忱。

世界黄金协会统计显示，

2019年上半年黄金的净购买总量

为374.1吨， 同比增长57%， 是自

2010年全球央行成为黄金净买家

以来的最高水平。 鉴于2018年央

行的黄金购买量为651.5吨，已经

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今年上半年更进一步夯实了央行

对黄金的态度。

各国央行仍在推进外汇储备

多元化策略，调整资产结构。虽然

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在上世纪70年

代瓦解， 但被部分排除在货币体

系之外的黄金仍尽职尽责地履行

着“编外”货币的属性，必要时刻

传统成为对冲风险的选择。

欧洲央行7月底表示，欧洲各

国央行放弃签署20年的售金协

议，称不打算大量出售黄金。之前

的《央行黄金协议》是1999年签

署的，目的是限制黄金销售，稳定

黄金市场。 该协议最初由15家央

行签署， 规定签署国每年可出售

黄金的上限以稳定市场。 在接下

来的20年里， 金价从每盎司不足

300美元飙升至2011年的每盎司

近2000美元高点， 各国央行也从

黄金净卖家变成黄金净买家。 由

于央行市场角色发生转变， 当年

的“售金协议” 也就没有存在的

必要了。

黄金的第三个朋友则是负

利率下的经济环境。 目前全球已

有多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将政策

利率调低至零以下，负利率降低

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限制了

投资者的资产类型选择空间，投

资人因担忧货币干预或货币战，

削弱人们对货币的信心。 随着央

行用尽对付通胀或通缩的政策

工具， 同时又试图刺激经济增

长，市场震荡将加剧，这也提升

了黄金需求。

由于负利率时代很难找到参

照项， 因此其对黄金市场的影响

分析， 其实都是建立在相近的低

利率时代数据上。 2008年金融危

机后，为抵御经济衰退，全球四大

央行将利率调降至接近零的历史

低点， 从那时开始到美联储率先

逐渐退出量化宽松为止， 黄金的

回报率是长期平均水平的2倍多。

本来在避险方面， 金边债券一直

是黄金的竞争对手， 但在负利率

环境下， 金边债券的收益率也被

压低，相当部分甚至被压至负值。

目前全球收益率为负的政

府债券规模已飙升至创纪录新

高。 德意志银行数据显示，目前

全球约有15万亿美元的政府债

券收益率为负，占全球所有政府

债券的比例高达25%。 自2018年

10月以来，这个数字几乎增长了

两倍。 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将

刺激黄金需求，负利率也会从根

本上改变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刺

激投资者为实现资产保值增加

黄金需求。

在“朋友们” 的帮助下，黄

金的这轮上涨让不少2013年前

后杀入市场的“中国大妈” 们终

于解套。 但经过今年一轮“策马

狂奔” 后，金价上涨步伐有所减

缓，未来几个月黄金需求可能相

对疲软，投机需求则将加剧黄金

价格波动。

■ 金融城传真

英国科技业吸金有术

□本报记者 张家伟 伦敦报道

尽管“脱欧” 的不确定性让

不少专家对英国的经济前景产

生疑虑，但最新数据显示，该国

的科技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

蓬勃发展，“脱欧” 预期似乎并

没有打乱这个国家全面拥抱科

技行业的脚步。

环视欧洲， 近几年英国对科

技公司的吸引力无疑更加突出。

华为伦敦研究所所长姚骏日前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 以人工

智能为例， 英国人工智能生态的

强项在于有比较强的研发基础，

此外英国作为老牌金融中心，投

资环境比较好， 有很多灵活的投

资项目， 可以帮助一些小的创新

公司成长。

英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研究

报告也印证了这点。 今年前7个

月，英国科技行业吸引了67亿美

元的投资，其中超过一半来自美

国和亚洲。以人工智能为例，美国

和中国在这个领域处于领跑地

位， 这些国家的科技巨头对英国

的创业公司都青睐有加， 最著名

的案例就是谷歌花费巨资收购了

英国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

至今每年还在为这家公司大量

烧钱。 数据还显示，预计英国科

技行业今年将获得超110亿美元

的投资。

英国数字化、文化、媒体与体

育大臣妮基·摩根说：“这些新数

据展示了全球投资者对英国科技

行业的信心在不断增长， 并且今

年至今该行业吸引的投资额已经

超越2018年全年，这是创纪录的

数字。 ”

为确保这一上升势头能够持

续， 英国在人才培养和引入煞费

苦心。 据摩根介绍， 政府将投入

8400万英镑成立一个计算机教

育中心，设立“数字技能创新基

金” ， 新首相还宣布了新的移民

计划，以吸引全球顶尖科学人才。

摩根称， 科技行业公司正通

过创造高收入、 高技能的技术岗

位以及在非技术岗位上的新机会

来推动繁荣发展，“比如在贝尔

法斯特， 技术职位的空缺占到所

有职位空缺的近四分之一， 在格

拉斯哥和利兹这样的城市也有很

多这样的就业机会。 ”

不过，“脱欧”或给英国经济

前景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脱

欧” 后人才流动问题，如果这个

问题处理不好， 将导致许多来自

欧盟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无法在

英国继续工作。

伦敦知名的科技产业律师

弗朗西斯·多尔蒂说：“科技行

业的增长部分受益于英镑汇率

走低，一旦10月31日英国在无协

议情况下脱欧，人员等自由流动

就会在11月1日停止， 而英国的

科技行业是依靠大量国际人才

驱动的，当前已经有不少公司在

招聘急需人才方面出现困难。 ”

英国广播公司也援引本

地科技行业组织 “伦敦科技

倡导者” 创始人拉斯·肖的话

说，伦敦的科技从业人员中五

分之一来自欧盟，尽管企业业

务在做大， 资金也不断流入，

但只靠 “这个国家本身的人

才是不够的” 。

美零售巨头业绩亮丽 关店潮仍在上演

□本报记者 薛瑾

Q2业绩喜人

8月21日美股盘前， 美国零售巨头塔吉特（Tar-

get）公布了2019年第二季度（Q2）财报，数据显示公

司实现营收184.22亿美元，净利润达9.38亿美元，同比分

别增长3.6%和17.4%，均超预期；同店销售增长3.4%，高

于市场预期的2.9%。 业绩公布当天，该公司股价收盘价

大涨逾20%，领涨所有标普500成分股，且创造了公司历

史上最大单日涨幅，并首次站上100美元关口。

该公司第一季度就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单，公司

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康奈尔在业绩会上称塔吉特是此轮

零售业变革中的“赢家” ，因为公司敢于投资自己的业

务，并适应零售业全渠道转型。有分析称，塔吉特很可能

成为股神巴菲特的下一个“大象级别” 的投资对象。

当天，家居连锁零售巨头劳士（Lowe's）也公布了

Q2成绩单。 该公司二季度实现营收209.92亿美元，同比

增长0.5%；净利润为16.76亿美元，同比增长10.3%；同店

销售增长2.3%，高于市场预期的1.8%。 当日该公司股价

涨幅超过10%，在标普500成分股涨幅榜中位列第二，仅

次于塔吉特。

两大巨头的强劲表现也提振了同行股价，高档连锁

百货公司诺德斯特龙 （Nordstrom）、 科尔士百货

（Kohl's）、服饰零售商盖普公司（Gap）、服饰家居折

扣零售商TJX当天均在标普500成分股中领跑， 而TJX

此前公布的业绩报告同样超出预期。 当日盘后，诺德斯

特龙也发布了Q2财报，尽管营收增速稍显逊色，但盈利

数据却远超华尔街预期，导致其股价在22日收盘时大涨

近16％，领涨标普500成分股，并创造公司逾十年来最

大的单日涨幅。

以百货公司为代表的部分零售巨头业绩喜人，暗示

此前一段时间美国零售业消费的强劲态势。这一态势也

得到官方数据佐证。 美国商务部日前公布的7月零售数

据显示，得益于线上购物的激增，美国7月零售销售额环

比增长0.7%，高于预期的0.3%和前值0.4%，实现四个月

来最大增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市场对经济可能进

入衰退的担忧。

关店潮不止

尽管美国零售业景气度有所回暖，但这或许只是赢

家们的狂欢，美国零售门店关店潮仍在持续。

市场研究机构Coresight� Research此前一项报告

显示，截至7月初，美国零售业已有逾7000家门店宣告

关闭，超过2018年全年关店整体数量（5524家）的近三

成。 该机构还预计，2019年全球美国零售门店关闭的数

量可能达到1.2万家， 超越2017年的历史峰值8139家，

创造新一轮关店高潮。 裁员潮也随之而来， 有机构统

计，今年上半年美国裁员总数超过33万人，为金融危机

十年来最高水平，其中零售业裁员人数为5.3万人，居各

行业之首。

连锁百货公司西尔斯、凯马特、Party� City、药店连

锁品牌沃尔格林、CVS等均为关店潮的受害者。 据媒体

报道， 有逾70年历史的折扣日用品连锁店弗雷德

（Fred’ s）近日宣布关闭129家门店，目前，弗雷德的股

价已距离今年3月的阶段高位下跌超九成。

分析人士称，来自后起之秀的激烈竞争、电商的不

断壮大以及人们消费习惯的转变，是导致美国实体零售

店大规模关门的主要原因。

瑞银报告估计， 零售业的痛苦未来几年还会持续，

电子商务的渗透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就会有8000至

8500家门店被迫关闭， 如果电子商务渗透率从目前的

16%升至25%，到2026年关闭门店数量或达7.5万家。

“新零售” 崛起

尽管行业大环境糟糕，但市场仍不乏表现亮眼的玩

家。 他们或是“巨象转身” ，积极拥抱新的消费趋势；或

是“后来居上” ，成为新的消费潮流的引领者。这些玩家

不管是“昙花一现” 还是“长盛不衰” ，都或多或少地掌

握了在当下时代脱颖而出的“密码” 。 零售业正在发生

巨变，能够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一定是能够快速适

应环境变化并适时调整经营策略的公司。

在零售行业有一种现象十分明显，即在实体零售店深

陷关门潮的同时，不少新兴的实体零售店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出来，线上、线上渠道也被渐渐打通。有研究机构对实体

店并不悲观，预测到2022年，美国70%的零售业销售仍将

发生在实体店，但新科技的应用将颠覆消费者在实体店的

购物体验，也就是说“新零售”模式将渐成主流。

以美国两大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和亚马逊为例，虽然

二者一个从传统店面起家， 另一个从电子商务起家，但

他们都走出了相似的方向，即不放弃自身优势，推动线

上线下双开花。

沃尔玛依托密集的线下零售网络优势和持续的线

上业务创新，在零售行业洗牌中赢得发展空间。 其日前

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在实体门店同店销售额一季度实

现3.4%的强劲增长之后，二季度继续增长4.5%，创逾十

年最高增速。 其大力推行全渠道战略转型，从线下到线

上进行渠道整合，已看到成效，最近几期财报均显示其

电商业务增长显著。

亚马逊则是向线下延伸业务触角，双线并举，抢占

更大的市场份额。亚马逊近些年在线下零售领域动作不

断，如收购Whole� Foods、加大Amazon� Go的覆盖范

围等。 亚马逊开设的无人商店，用前沿数字科技重塑实

体店购物环境和购物体验，如采用传感器和计算机视觉

技术来检测购物者携带的物品， 并自动为其支付账单，

改变了传统排队结账方式。

近日美国零售巨头塔吉特、劳

士、 诺德斯特龙等纷纷展示强劲的

二季度业绩报告， 业绩发布后股价

均大幅上扬。 但他们仅是零售业寒

冬中的一抹亮色， 新一轮关店潮正

成席卷之势。

据市场研究机构统计，2019年

前7个月， 美国已宣布关闭的门店数

量比2018年全年增加近三成， 预计

今年全年美国关店数量或达1.2万

家。 分析人士认为，零售业的寒冬还

将持续。 行业竞争加剧以及人们消费

习惯改变， 是关门潮的主要原因，包

括上述零售巨头在内的企业，只有通

过良好的策略和不断的技能升级才

能在寒冬中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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