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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点评三季度营收191亿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郭诗卉）11月22日，美团点评
发布2018年三季度业绩，其中营收191亿元，同比增
长97.2%。美团整体变现率由2017年三季度的9.3%升
至2018年同期的13.1%。餐饮外卖实现收入112亿元，
同比增长84.8%。
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团点评的各项收入均实现增
长，餐饮外卖收入由去年同期的60亿元增长84.8%至
112亿元，占总收入比重为58.6%，毛利同比增长
287.3%，达到19亿元，毛利率扩大至16.6%。到店、酒
店及旅游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6.8%至44亿元，占总收
入23.3%，毛利扩大至40亿元，毛利率升至90.6%。
新业务及其他收入增长幅度最大，从去年同期的
6亿元同比增长471.3%至35亿元，占总收入比重进一
步上升至18.1%。但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46.2%下降
至-37.4%。美团解释称，毛利率下降主要由于为消费
者及商家提供新的服务品类作出的投资增加及该分
部的业务组合变更所致。
美团点评CEO王兴表示，美团希望持续通过科技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助力传统商家，帮它们实现
数字化。不仅王兴透露出将要持续发力B端的意味，早
在2016年2月就已经上线的美团点评旗下面向餐饮B
端商户的“快驴进货”也出现在美团点评的财报中。美
团点评表示，快驴进货作为美团在餐饮供应链方面持
续开拓的业务，本季度增长亮眼，其通过聚合商户需
求，最大程度缩短供应商到餐饮客户的中间链条，为
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提供持续的改善和效率提升。在商
户端开展的一系列新业务带来的增长，将成为美团未
来的增长新引擎。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团点评此前鲜少提及快
驴进货，也没有在上线之初就开始进行同步地推，主
要还是将精力投入到当时C端流量的争夺方面，现在
美团点评在财报中披露快驴进货，一方面可以认为是
美团点评已经准备好开始大力发展B端的信号，另一
方面toB业务将成为未来美团点评实现盈利的支柱。

中葡酒业终止部分募投资金投资项目
北京商报讯（记者 薛晨）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葡酒业”）11月22日发布公告
显示，企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终止实施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35282.03万元及利息收入、理财收入
所形成的全部金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据了解，此次拟终止的营销体系建设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60400万元。截至2018年10月31日，公司
已完成部分营销体系建设，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2236.97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金额35282.03万元。
而从中葡酒业对外发布的终止原因来看，由于营
销体系建设项目是根据当时国内葡萄酒市场状况制
定的规划，但自2015年以来，国内葡萄酒行业受市场
环境等影响，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显著下行，行业收入、
利润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一方面国产葡萄酒产量下
降，另一方面进口葡萄酒严重冲击国内市场，市场竞
争愈发激烈。
不仅如此，中葡酒业还表示，近年来，企业销售网
络所处的商业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营销体系建设
项目中的体验店、专卖店等及产品仓储的选址已不能
适应新的商业环境。基于这一系列的原因，中葡酒业
认为原有的营销体系建设项目，继续实施已不再具备
可行性。此时停止项目更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而营销体系建设项目停止后，剩余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及利息收入、理财收入所形成的全部金额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尽管有业内人士质疑，此举会对中葡酒业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形成影响，但中葡酒业方面表示，终止营
销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是基于外部经营环境、市场
情况的变化所作出的决策。企业终止实施营销体系建
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并用于支付农户酿酒原料款、偿还银行贷款等经营环
节，更有利于调节企业贷款结构，减少财务成本、充实
经营性现金流，保障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及未来发展需
要，不会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营。

两批次德国喜宝婴儿辅食未准入境
北京商报讯（记者 方彬楠 高春艳）11月21日，国
家海关总署官网发布的《2018年10月未准入境的食
品化妆品信息》名单显示，检出安全项目不合格并未
准入境的食品化妆品共64批次，其中由天津滨海天正
商贸有限公司进口、标称由HiPPGmbH＆Co.生产的
德 国 喜 宝 大 米 米 粉 和 标 称 由 HiPPGmbH＆Co.
VertriebKG德国喜宝公司生产的德国喜宝五种谷物
混合米粉，被检出钙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总重量达
3248千克，公告显示，所有未予进境食品都已依法做
退货或销毁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德国喜宝第一次被通
报。在2015年、2017年德国喜宝米粉都曾被海关退
货，原因为钙、铁、锌、维生素D、维生素A等含量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此外，2014年4月，原国家质检总局曾经发布的
《质检总局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和食用标签标注进口
商为宝和信国际贸易（武汉）有限公司进口的德国喜
宝（Hipp）牌婴幼儿配方乳粉》通告显示，经国家质检
总局与德国官方确认，宝和信国际贸易（武汉）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宝和信”）提供的德国输华乳品卫生证
书系伪造证书。对此，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责成宝
和信召回从湖北口岸进口的德国喜宝（Hipp）牌（1、
2、3、4段）婴幼儿配方奶粉。

电商集体下架 D＆G风波发酵
意大 利 奢 侈 品 牌 Dolce＆Gabbana（以下简称“D＆G”）这次应该深刻
体会到了何为“一失足成千古恨”。在
大秀取消次日，D＆G似乎一夜之间就
从中国的电商平台上销声匿迹，与之
相关的一切关键词均被平台屏蔽。而
D＆G原本在中国就为数不多的实体店
也呈现一派“草木皆兵”之势，少了顾
客，却增设了安保。在其他奢侈品品牌
纷纷迎合中国市场攫取流量之时，
D＆G却亲手将自己葬送。
狼藉

嘱咐保安人员首先保证个人安全。“门
店的销售人员可能都要换工作了。”该
店员感叹。
他还透露，上午甚至有消费者致
电过来问“为何还不关店”。对于是否
真的会关店，北京SKP商场相关负责人
表示无可奉告。而在银泰店，记者直接
被安保人员阻止拍照和长时间逗留。
国内不少电商平台也全线下架了
D＆G商品。北京商报记者分别在天猫、
京东以及小红书等电商平台搜索，发
现这些平台已下架所有该品牌商品。
大 众 点 评 也 屏 蔽 了“Dolce＆Gabbana”、“ 杜嘉班纳”等关键词，无法搜
索到任何品牌门店信息。
唯品会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公司
已下架全部D＆G商品。京东方面也表
示，京东时尚、海囤全球、京东美妆的
自营和第三方商家已经下架相关商
品。寺库相关负责人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D＆G在寺库并非直签，主要
是海外采买的形式。平台已下架了超1
万件商品，且将不会再购买，目前平台
上的D＆G产品将转为库存，不会再展
示，日后会统一处理。电商平台洋码头
创始人曾碧波在朋友圈宣布，洋码头
已经下架了5.8万个D＆G商品。

11月22日，该品牌设计师也再次
于INS发布声明称，如果D＆G有种族歧
视，就不会花费精力关注中国和日本，
不会让中国模特出现在品牌大秀中。
品牌的商店里有中国顾客、公司里有
中国员工。并强调“我为你们只能从中
看到歧视，而感到遗憾”。不少消费者
表示，声明中毫无道歉态度，优越感十
足。这一声明不难预料会再起风波。
目前，D＆G在中国的线上线下销
售渠道基本已经全部被切断。11月22
日，北京商报记者分别走访了D＆G北
京银泰in店与北京SKP的4家线下实
体店。
在记者停留的1小时内，店内无一
玩火
人进入，且均在门外安排了1-2名安保
一夜之间的大厦倾颓，源于D＆G
人员。一名安保人员透露，“商场是担
心有消费者前来闹事”。一位店员表 各种反常规的操作。先是营销视频，接
示，为了防止有消费者“砸店”，商场在 着就是品牌创始人兼设计师Stefano
每家D＆G门店都加派了一名保安，并 Gabbana在社交媒体上的不当言论。

M

StefanoGabbana本人的“爱怼
人”在娱乐圈内早已不是秘密。他曾公
开评论“90后”女歌手SelenaGomez
长相丑，LadyGaga的身材也遭到过他
的羞辱，甚至曾在意大利时尚博主
ChiaraFerragni照片下评论“Cheap”
（廉价），甚至还“任性”地取消了2019
春夏大秀原定发给所有KOL的秀票。
在他的带领下，品牌方类似的“迷
之操作”也不在少数。2012年，D＆G在
香港旗舰店前设置禁拍区，禁止香港
消费者在门前拍照，但允许内地游客
拍照，此举引发了当地消费者举牌抗
议。2017年，该品牌在中国的“#DG爱
中国#”宣传片故意让身着华服的模特
与中国普通百姓同时入镜制造戏谑
感，被网友指责丑化中国。
随着陈坤、王俊凯以及迪丽热巴
等40余名一线流量艺人拒绝出席大
秀，以及直接宣布解约终止合作，D＆G
在中国舆论场上已难以立足。
前路

与此同时，D＆G还在经历着业绩
下滑的动荡。D＆G2017财年数据显
示，集团销售额为12.9亿欧元，去年同
期为12.96亿欧元；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为1.56亿欧元，同比下滑5%。2016财
年销售额同比增长9.6%至12.96亿欧
元，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1.68亿欧
元。可见，从2017财年该品牌业绩开始
出现下滑。
2017年，中国奢侈品市场销售额

达76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
奢侈品市场，预计在未来五年内或将
超越美国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去
年，StefanoGabbana接受英国媒体采
访时也曾坦言，中国是品牌的最大市
场之一。公开数据显示，亚太地区约占
D＆G销售额的30%。
从D＆G在中国市场的营销布局也
能看出花费了相当多的心思，比如借
助与当红艺人、时尚博主等流量大V进
行合作、高调举办派对等，为品牌赚取
流量并制造声势，以吸引年轻一代消
费客源。
北京商报记者在D＆G官方微信公
众号看到，目前，该品牌在中国内地及
港澳地区共有52家精品店。
然而 ， 就 在 CHANEL、LV以 及
GUCCI等加紧布局中国市场时，同为
奢侈品牌的D＆G却败走中国市场。要
客研究院院长周婷表示，对于奢侈品
牌而言，尊重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
的人民、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非常重
要。奢侈品牌作为金字塔顶端的品牌，
除了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国际化的
格局、视野与心胸。短期之内，该品牌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以及品牌形象势必
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品牌行为已经
触及了中国消费者的底线。
第五大道奢侈品网创始人孙亚菲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预计工商部门可
能会对D＆G门店进行整改，而该品牌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也将举步维艰。
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魏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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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百万的共享厨房之殇

荩 2017年8月
在2017年半年报里首次提到共享厨房

荩 2018年3月
提出在北京布局20家共享中央厨房，引进战略合作餐饮商家500家左右

荩 2017年11月
以每股23.68元的价格，募集资金不超过980万元改建共享厨房

荩 2018年11月
记者走访发现共享中央厨房仅有一家，合作餐饮商家20家左右

曾经的京城餐饮名店、登陆新三板一年半的
金百万近期遇到不少麻烦，不仅官司缠身，还很可
能因为逾期未披露财报而被强制摘牌。豪掷980万
元押宝共享厨房的金百万不仅未能如愿复制共享
厨房，还因“管理混乱、收效甚微”等问题失去了业
内口碑。共享厨房一度被看做外卖行业进入精细
化运营阶段的新风口，但金百万的收租模式显然
无法满足餐饮企业对于共享厨房的服务需求。
品牌商户撤出

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金百万牡丹园店发
现，金百万2017年底推出的共享厨房入驻品牌发
生较大变化，品牌宣传初期入驻的和合谷、仔皇煲
等知名快餐品牌已悉数退场。
对于共享厨房，金百万抱有很大期待。在2017
年年度报告中，金百万将2018年在北京布局20家
共享中央厨房作为发展战略，计划引进500家左右
战略合作餐饮商家。但一年过去了，以金百万命名
的共享中央厨房仅有牡丹园一家门店，与品牌的
发展计划相去甚远。
北京商报记者从金百万品牌相关负责人处了
解到，金百万共享厨房是将金百万餐厅的部分区
域改造成美食城的模式，通过不同面积的档口吸
引品牌商户入驻，金百万作为物业方负责这一区
域的日常管理与维护。金百万共享厨房对入驻的
商户品牌并无太多要求，只要能保证进货渠道和
产品正规、档口卫生即可。档口的房租为包含物业
费28元/ 平方米/ 天，每三个月缴一次。该负责人还
透露，此前入驻的商户没有押金，但商户营收需走
公司账户。现在商户可以不再从公司走账，但需要
交纳3万元押金。记者从入驻的商户处了解到，目
前还需通过金百万的账户走账，日后会分离出来。
对于共享厨房早期的入驻商户和合谷、仔皇
煲等知名快餐品牌为何撤出，和合谷相关负责人
接受采访时直言是因为业绩不好，此外，金百万曾
经承诺的帮助引流也没看到落地实施。仔皇煲创

始人薛国巍则表示，仔皇煲早已不和金百万合作 应链上的价格优势，增强公司议价能力和竞争力。
了，主要原因是金百万的共享厨房管理较乱，他还 然而，据金百万品牌相关负责人介绍，商户的日常
提醒到，金百万遇到了资金问题，合作需谨慎。 采购经营依然自行负责。
采访过程中，北京商报记者多次尝试联系金
共享厨房难助金百万获“百万”
百万创始人邓超以及金百万品牌负责人，但都未
除了金百万外，目前在这类共享厨房中，熊猫
能成功。
星厨、食云集以及吉刻联盟分别将北京、南京、上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海作为主要市场招徕主要以外卖业务为主的餐饮
2015年，金百万还是上一轮餐饮行业转型的 商户，为这些商户提供生产经营场地、资质证照、
排头兵，不仅积极拥抱互联网，还尝试通过推出新 与外卖平台对接等服务。这些共享厨房也打出让
品牌U味儿，利用“智能炒菜锅+准成品”的模式探 商户“拎包入住”的口号，这对于苦于寻址开店、办
路品质外卖市场。邓超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未来要 理相关资质的外卖商户尤其是中小商户的确非常
把智能炒菜锅和准成品送到社区便利店，“抢便利 具有吸引力。也正因如此，这些新兴的共享商业厨
店的生意”。但好景不长，金百万至今也没能将U 房吸引了资本的目光。共享商业厨房的频繁融资
味儿做成平台。U味儿也如同昙花一现，如今在外 为本已冷却的餐饮O2O风口注入了新的血液，并
成功吸引了多方的关注，探讨共享商业厨房这一
卖平台上难觅踪影。
2017年11月，金百万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约 模式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熊猫星厨创始人李海鹏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980.35万元，用于对金百万工厂店的改造工作。金
百万工厂店即是共享厨房的雏形，金百万利用自 采访时表示，随着外卖行业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
身众多的实体门店，面向线上单品排名TOP3的单 餐饮企业对于提升外卖效率以及优化外卖成本的
一餐饮企业进行招商，邀请它们入驻门店。
诉求会越来越多，这也会促使更多的外卖服务商
当时募集的资金计划主要用于金百万工厂二 出现，它们也将站上新的风口。但同时，同类型品
店（即直营门店北京金百万马家堡餐饮有限公司） 牌激增就意味着共享厨房之间的竞争也会加剧，
和工厂三店（即直营门店北京金百万金河餐饮有 为餐饮企业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将是共享厨
限公司）的改造，改造费用分别为504.3万元和 房吸引品牌商户的重要抓手。
另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已
476.05万元，但目前金百万共享厨房仅在牡丹园
经有很多企业从供应链端、线上等领域切入外卖
一家门店布局。
金百万曾在2017年年报中表示，共享厨房模 服务领域，留给共享商业厨房发展的空间相对有
式能够有效为外卖商家解决线下建店难、办证难 限。另外，共享商业厨房所面对的是经营不同品类
的行业痛点，同时金百万还可帮助入驻餐饮企业 的外卖商户，而不同品类对于原材料以及厨房设
规划运营方案，并提供线下堂食及500米内社区的 备的要求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也增加了共享商业
外带服务。但后续金百万工厂店内所有入驻商户 厨房的管理难度。金百万所建立的共享厨房的模
的餐饮原材料须通过与金百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式与商场随处可见的小吃城很相似，这种依赖地
的供应商目录统一进行采购。共享厨房模式下，所 产的商业模式很难大规模复制，从经济学角度讲
有入驻商户的流水统一进入公司统计账户，为公 商业价值不高。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赵超越/文 李烝/制表
司创造流量价值，同时还可通过规模效应获取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