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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 2018财年业绩报告》

财务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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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概要

北京时间 5月 4日晚间，阿里巴巴发布了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的 2018财

年第四季度业绩和 2018财年的业绩报告，随着财务和运营的数据重重揭开，不

由令人惊叹。

我们注意到，2018财年，阿里收入增速连续颠覆市场预期，股价飙升超过

100%。阿里在“2017新零售元年”的抢眼表现，初步完成新零售布局令其收获

爆发式增长动力。

阿里巴巴集团 CEO张勇以“又一个强劲的财年、里程碑式的进展”来定义过

去这一财年阿里的业务生态，并表示：“正如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所说的那样，我

们为今天工作，为明天投资并孵化未来。”

数据显示，本财年阿里巴巴收获季度内新增年度活跃消费者最高增值，并创

下自 IPO 以来最高年度收入增长、最高核心电商收入增长。活跃消费者及收入

均创最高增长，显示了核心业务的持续推动力及新兴业务的良好发展势头。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财务官武卫指出：“2018财年以一个令人自豪的季度划下

了圆满的句点，集团全年收入增幅达到 58%，核心电商收入增长 60%，利润增

长超过 40%，年度自由现金流总计达 158亿美元。展望 2019财年，我们预计集

团整体收入的增长将超越 60％，反映我们对核心业务持续出色表现的信心以及

新业务的积极势头。我们预期，新增长点将为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带来长期且

可持续的价值，并扩大我们的总目标市场。”

事实上，在 2017年 11月公布第二季度业绩时，阿里巴巴已经宣布，上调财

年收入指引由原先的 45%－49%至 49%－53%。第三季度，基于临近 2018财年

结束时的强劲表现和业务增长的可预见度，阿里巴巴将 2018财年的收入指引从

49%－53%再次上调至 55%—56%。在年内两次调高收入指引的前提下，2018财

年增速水平仍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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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 CEO张勇表示：“阿里巴巴集团又收获了一个卓越的季度及财

年，这得益于核心电商业务的强劲增长，以及过去数年对具长远增长潜力的项目

所做的投资。随着集团持续推进新零售战略，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正在发展成为

中国领先的零售基础设施。过去一年，我们加码投资于技术开发、云计算、物流、

数字娱乐和本地生活服务，以此创造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消费增长。”

参考 2018年超预期的表现，更基于阿里巴巴在新零售领域的持续发力，与

技术、物流等领域的加码投资所带来的增长前景，此番公布的 2019财年收入增

长指引达到超过 60%的高位，则表明了对新零售持续爆发力的足够信心。

二、核心数据

平台交易额（GMV）：在 2018 财政年度，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市场记录 GMV

总额 4.82 万亿元人民币(合 768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GMV 淘宝上进行交易

在 2018 财政年度为 2.689 万亿元人民币(合 4280 亿美元)，比 2017 财年增长了

22%。GMV 交易在天猫在 2018 财政年度为 2.131 万亿元人民币(合 3400 亿美元)，

比 2017 财年增长了 36%。

收入及近年增速数据：受中国及国际零售业务、阿里云持续快速增长、新收

购业务等因素驱动，阿里巴巴集团收入 2502.66亿元，同比增长 58%，创下 IPO

以来最高增速。而在 2015财年到 2017财年的三年时间里，这一增速水平分别为

45%，32.7%及 56%，可以说 18年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http://www.ebr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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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电商业务数据：阿里集团核心电商业务收入 2140.20 亿元，同比增长

60%，也是创下 IPO以来年度最高增幅。

MAU数据：3月份，中国零售平台的移动月度活跃用户达到 6.17亿，较 2017

年 3月增长 1.1亿。

云计算业务数据：云计算全年业务收入 133.9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1%。

数字媒体和娱乐收入：人民币 195.64亿元(31.19亿美元)，增长 33%

来自创新举措和其他方面的收入：人民币 32.92亿元(合 5.24亿美元)，增加

10%

国际零售业务数据：在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和全球零售市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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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xpress的强劲增长带动下，阿里巴巴国际商业零售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94％。

年度活跃消费者数据：中国零售平台的年度活跃消费者达到 5.52亿，较截

至 2017年 12 月底止的 12个月增长 3700万，季度内新增年度活跃消费者数创

下 IPO以来最高值。

三、核心业务板块解读

下面我们就阿里的各大业务板块进行分析，全方位的感受一下阿里是如何一

步步加码新零售，通过孵化新技术和战略投资，改变传统零售模式，为线上和线

下消费者创造无缝的购物体验的。

3.1 新零售

2018财年，阿里巴巴核心电商业务收入 2140.20亿元，同比增长 60%，创下

IPO以来年度最高增幅。这一部门的强劲业绩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中国零售业的个性化、对内容和技术的投资、有机增长扩大市场、全球及跨境零

售市场和收购业务，以及通过线上线下整合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通(即新零售)。

新零售，是一种捕捉未来的消费模式。即通过培育新概念和新技术以及战略

联盟，塑造消费者的行为并为线上线下市场的整合提供有效数据。整个过程集中

在实体店技术、数字化库存和供应链系统寻求突破，提高消费者洞察力和移动支

付能力。

而电商智库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对“新零售”定义是，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

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基于线上+线下+物流数

据打通，其核心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会员、支付、库存、服务等数据的全面共享，

从而实现线上线下深层次融合，对商品的生产、流通、展示、销售、售后等全过

程进行升级，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因此也被称为“第四次零售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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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在“新零售”领域已抢先完成初步战略布局，不难预测，全渠道融合的

“新零售时代”正在到来。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CN）研究表明，截至

目前，阿里巴巴在“新零售”板块布局包括两大板块：第一是线上网络零售板块，

包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农村淘宝、淘宝全球购、天猫国际、一淘网、零

售通、易果生鲜、闲鱼、阿卡 Artka、茵曼、妈妈值得买、丽人丽妆、如涵电商、

Grana魅力惠；第二是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板块，包括银泰商业、苏宁云商、

联华超市、三江购物、盒马鲜生、淘咖啡、猫茂、天猫小店、闪电购、超集共享

推车、ONMINE零食馆、高鑫零售、新华都、饿了么等。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助理分析师方格认为：阿里已经将包括

银泰、苏宁云商、百联、三江、高鑫零售、盒马鲜生、易果生鲜等“囊括”旗下，

涵盖了百货、商超、生鲜、便利店等各大零售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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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典型的主力军无疑当属阿里"新零售八路纵队"，分别聚焦在与

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生活息息相关的八个行业，包括:

(1)在天猫及线下一体化运营的品牌升级主阵地；

(2)与银泰、百联打造的新购物体验和购物零售业态的百货大军；

(3)与苏宁合作的从城市到农村的数码电器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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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盒马和以大润发为代表的、包括跟天猫超市结合在一起的食品快消领

域大军；

(5)用技术、数据和整个经济体资源驱动的消费者独特体验的口碑大军；

(6)能够打通城市和农村双向供应链和消费链路的农村淘宝；

(7)让所有的小店变成用互联网技术来赋能的智慧小店；

(8)以及以居然之家为代表的家居生活类场景。

源于阿里巴巴的提倡与推动，新零售在 2018年成为中国商业领域最重要的

革新升级浪潮，包括腾讯、京东、苏宁、国美等公司纷纷以不同方式跟进。通过

孵化新技术和战略投资，阿里巴巴正在改变传统零售模式，为线上和线下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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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无缝便捷的购物体验。2018财年，新零售所促进的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新业

态，为阿里在业绩表现和业务增长的高速发展提供了爆发式的动能。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认为，作为互联网巨头的阿里近年从容地

布局线下推进新零售战略。在“新零售”正式提出的一年多时间里，阿里巴巴先

后与银泰、苏宁、三江、百联、居然之家等传统零售业全面提升战略合作水平，

积极探索盒马等“新零售”业态，与众多品牌共同推进实体门店智慧化升级，可

以说，阿里巴巴“新零售”都以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与力度，引领全球零售业雄

浑潮水的方向。一系列看似割接实则有着内外联系的战略投资，使得阿里的“新

零售”版图更加丰富，也给阿里巴巴业绩增长注入了“第二极”。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助理分析师方格表示，目前，阿里已经

把一线的线下零售商超都囊括在旗下，在新零售大趋势下，科技以及大数据在未

来新零售的变革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价值。随着线上零售商不断向线下发展，

线下零售商不断开展线上业务，线下线上将相互同步、拥抱，线上线下企业间的

合作方式也会从业务合作转到战略合作，甚至转变为资本合作。

此外，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新零售商业分析师云阳子指出，中国

商业零售收入的其它：2018财年营收占比 6%，增速 527%。这里主要是 2018财

年装入了两个重要的新零售业务：盒马（过了孵化期）与银泰(被阿里私有化)。

■ 盒马：截至上财年结束，阿里巴巴旗下盒马鲜生在全国开出 37家门店。

按照内部计划，2018年底将开出 100家门店。

■ 银泰：宣布“新零售项目西安集结号”启动——十大新零售项目将会逐

步落地西安，集合店开始尝试输出。

2019财年，最值得关注的是盒马，营收会大幅翻倍上涨。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新零售商业分析师云阳子称，从二级市场投资角度，应该特别注

意盒马，这是一个未来很可能千亿美金的“独角兽”，极有想象空间。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助理分析师吕昊泽指出，盒马鲜生采用

“大型生鲜超市+餐饮+O2O 配送”，是阿里独创的新零售新物种，以“生鲜电

商”为切入口、通过 APP和线下门店覆盖生鲜食品和餐饮服务，其自营的生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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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餐饮产品，满足用户随时随地“吃”的需求，既有熟食，又有丰富的直采食材。

盒马鲜生对标餐饮店，生鲜综超，大卖场，便利店，这些都是高频消费，能

够为支付宝抢下更多线下应用场景。

盒马鲜生主要优势是阿里支付宝链接、支持，同时依托阿里巴巴资金、技术、

物流，发展快，门店扩张迅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季度盒马鲜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在上海

和北京开展 24小时送货服务，并扩大配送品类。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新业态在

商超新零售领域的探索，也为整个零售行业提供了创新样本。截至 2018财年结

束，盒马鲜生在全国开出 37家门店，覆盖全国 9个主要城市，到 4月底，盒马

门店更增加到 46家，覆盖全国 13个城市。盒马鲜生在 2017年四季度提供了更

多增值服务，在上海和北京开展 24小时送货服务，并扩大配送品类。

方格预测：今后 3-5年内，几乎所有的线下零售都在进行升级，盒马首创的

“超市+餐饮”的模式是成为线下商超普遍的选择。

2018年，“新零售”会何去何从？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预测，零售行

业在“新零售”环境下会有四种发展趋势：

第一，各类黑科技、人工智能、物联网以及大数据在整个零售行业中发挥的

价值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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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跨界融合，线上零售商不断向线下发展，线下零售商不断开展线上业

务，线下线上相互同步、拥抱；

第三，线下、线上合作将会越来越紧密，合作方式从业务合作转到战略合作，

甚至转变为资本合作；

第四，零售业的整个业态，包括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专卖店、商场超市、

便利店等都将加入“新零售”，并且加入速度会越来越快，与“新零售”越来越紧密，

对此阿里巴巴早已在上述零售细分领域提前做了全面布局，覆盖了消费品全流通

产业链。

3.2 天猫主平台

2018财年，天猫全年实物 GMV增速高达 45%，继续扩大在 B2C市场的领

先优势，并实现用户规模和 GMV 的“质”与“量”同步增长。截至 2018 年 3

月 31日，天猫拥有超过 15万个品牌。新成立的天猫奢侈品馆已有近 50个全球

顶级品牌入驻，来自 74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0个品牌通过天猫全球向中国销售。

截至 2017年 3月，在福布斯全球最具价值品牌 100强中，有近八成的消费品牌

已入驻天猫开展销售，这让天猫成为全球品牌升级主阵地。

张勇介绍，上季度主要来自三线/四线城市和更多农村地区的年度活跃消费

者净增 3700万，年度活跃消费者是过去 13个季度以来净增长最多的一次。同时，

天猫继续在所有类别中实现强劲增长，并扩大其在 B2C市场的领导地位。 对此

张勇表示，“保持天猫的市场领导地位和份额收益仍然是阿里巴巴的首要任务，

我们将继续对业务进行再投资”。

天猫在新零售、消费升级、品牌运营和国际化等方面的引领作用，是其实现

高质量增长的驱动力。天猫强大的品牌和商户价值主张不仅仅是分销平台，同时

也是品牌和商家通过市场营销联系新客户和服务老客户，运用大数据这个工具提

高消费者洞察力。天猫新零售带来的物流业、线上线下效率全方位提速，为消费

者切实解决购物痛点，扩大服务体验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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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年，天猫继续成为世界顶级品牌的首选。H＆M，Marni和 Yonex等品

牌在四季度成立天猫旗舰店。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天猫已拥有超过 15万个

品牌，新成立的天猫奢侈品馆也有包括 Burberry，Tod's，La Mer在内的近 50个

知名品牌加入。针对奢侈品牌，天猫已经形成包括虚拟快闪店 Tmall- space、专

属定制化平台 Luxury Pavilion、品牌旗舰店等专属于奢侈品的业务矩阵，并于近

期推出全球首个针对奢侈品的全域解决方案。天猫计划用三年时间，不断搭建奢

侈品牌与消费者的沟通桥梁，服务 1亿新中产阶级。

天猫的 GMV为什么能快速稳定增长？我们总结原因如下：

（1）快速消费品和电子产品需求：由于服装及配饰类，快速消费品类同比

增长加快，以及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天猫 2018财年实物 GMV增速达

45%，超过今年 3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网上零售额 32.2%的增速，在 B2C市场继

续扩大市场领先优势，连续四个季度领跑行业。

（2）稳定的客户群：3月，中国零售平台的移动月度活跃用户达到 6.17亿，

较 2017年 3 月增长 1.1亿。四季度，中国零售平台的年度活跃消费者达到 5.52

亿，与上一季度相比，净增年度活跃消费者 3700万，这也是自阿里巴巴上市以

来的季度内最高净增值。

（3）跨境贸易方面：天猫环球是让海外品牌和零售商接触到中国消费者的

首要平台，致力于建立品牌意识和获得有价值的中国消费者洞察力。截至三月，

有来自 74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0个品牌通过天猫环球。

（4）品牌效应：天猫还在全渠道、数字营销、数字供应链管理等方面赋能

品牌，成为全球品牌转型升级的主阵地。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天猫平台上的

品牌已超过 15 万个。新成立的天猫奢侈品平台(Luxury Pavilion)已有近 50 个全

球顶级品牌入驻，成为国际顶级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

（5）物流方面：如今的天猫，不再只是线上的概念。天猫新零售带来了物

流业，以及线上线下效率全方位提速。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各大城

市都已配备天猫超市 1小时达服务。天猫酒水更是依托线下门店，实现了 29分

钟快速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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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里的国际化战略：也为天猫高速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截至 2018年 3

月，来自 74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0个品牌通过天猫全球向中国销售。

天猫表示，将联合全球品牌共创新零售全生态体系，并与银泰、大润发等阿

里新零售八路大军一起，在消费者关系、渠道、供应链等方面完成新零售重构。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提出，天猫超市是阿里赋能传统零售的经

典案例。在天猫超市的助力下，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传统便利店、小超市都成为

了天猫超市的前置货仓，成为了天猫超市的发货地，保证了 1小时达的物理距离。

1小时达的服务中，天猫大数据还会针对不同场景的人群消费特征进行区域化选

品，保证货品充足，有求必应。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助理分析师方格指出，天猫在四个方面实现了

重构，包括品牌营销以及用户连接的重构、通路的重构、供应链的重构、线上线

下商业业态的打通和重构。天猫成为了全球品牌转型升级的主阵地、品质消费的

主引擎以及新零售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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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投资和国际业务

阿里巴巴首席财务官武卫表示，阿里将持续通过投资扩大业务，包括新零售、

菜鸟、Lazada 和饿了么，这些新零售版块对阿里非常重要，阿里的利润率结构

将会改变。

阿里巴巴 CEO张勇曾全员公开信中表示：2017年是阿里巴巴集团“五新”

战略开始的一年，投资重点自然也会围绕“五新”战略展开，新零售、人工智能

和企服占了大部分投资比例，这和阿里巴巴的战略和定调相一致。总体来看，阿

里投资主要围绕业务展开，对现有业务有补充完善或者战略卡位，投资公司偏中

后期，早期介入的少。

阿里巴巴预测未来阿里的可能投资或收购企业领域:高新技术、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老牌实体零售；热门社交媒体、平台等行业的龙头或创新者。

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7年阿里巴巴投资的数量为 45家，而

在 2016年，阿里巴巴为 37家，增加了 8家。其中包括：

阿里及其关联投资方，投资居然之家 54.53亿元人民币，持有 15%股份。

阿里对菜鸟网络增资 53亿人民币，持有菜鸟股权达到 51%，同时宣布未来

五年继续投入 1000亿元加快建设全球物流网络。

（1）阿里国际业务：阿里于近期承诺向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增资 20亿

美元，以加速其增长并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分析认为，东南亚市场目前仍处于

网上零售渗透的初期阶段，这项投资表达了阿里对 Lazada 未来业绩及东南亚市

场增长前景的信心。在过去的一年里，阿里把拉扎达的业务整合到了阿里巴巴通

过重新构建其核心技术基础设施的生态系统加强管理团队。东南亚发展成一个竞

争激烈的市场，但仍处于在线的早期阶段。

（2）新零售领域：阿里巴巴加大新零售领域投资力度，入股高鑫零售，通

过全面数字化完成“人、货、场”的重构和升级。

（3）本地生活服务领域：阿里巴巴联合蚂蚁金服全资收购饿了么，饿了么

的外卖服务结合口碑以数据技术赋能线下餐饮商家的到店服务，产生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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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对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的全新拓展。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新零售商

业分析师云阳子认为，饿了么被阿里 95亿美金全资收购，核心在于 300多万“蜂

鸟”配送平台；阿里看好短距离即时配送需求，打造新零售时代的“即时配送平

台”这一网络体系和重要基础设施。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析师陈礼腾表示，从长期来看，饿

了么的外卖服务结合口碑以数据技术赋能线下餐饮商家的到店服务，产生化学反

应，形成对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的全新拓展。此外，饿了么的短距离配送体系与菜

鸟物流相结合，将进一步提升阿里巴巴末端配送效率，成为阿里未来发展中的新

增长引擎。

（4）物流板块：阿里进一步完善在商业基础设施领域的布局。2017 年 10

月，阿里向菜鸟物流追加投资人民币 53亿元，将持股比例提高到 51%，并宣布

未来五年继续投入 1000亿元，加快建设全球物流网络。

2018年 4 月份以来，阿里巴巴继续保持高频率的投资节奏，主要投资事项

有：

阿里承诺向 Lazada增资 20亿美元，以加速其增长。

4月 2日，阿里巴巴联合蚂蚁金服宣布，95亿美元全资收购饿了么。

4月 17日，阿里还宣布 45亿人民币战略投资农村电商“独角兽”汇通达。

4月 20日，阿里宣布全资收购中国大陆唯一的自主嵌入式 CPU IP Core公

司——中天微。

成立了“达摩院”，宣布三年内投入 1000亿人民币，在全球多个地方设立科

研机构，从事基础科学、颠覆性技术和应用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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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B2B 业务

阿里巴巴 B2B 业务，除去以往的数据整理维度之外，还会增加以速卖通、

Lazada 为代表的阿里巴巴国际零售的相关数据，并根据企业及行业发展形势进

行相应调整。

2018年 Q1阿里巴巴 B2B（包括 1688、阿里巴巴国际）营收为 35.82亿人民

币，较 2017年第一季度 29.78亿人民币的营收，同比增长 20.28%。

加入阿里巴巴国际零售数据之后，2018 年第一季度阿里巴巴 B2B（包括

1688、阿里巴巴国际、阿里巴巴国际零售）营收达 75.49亿人民币，较 2017年

54.0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39.62%。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B2B与跨境电商部主任、高级分析师张周平表示，

2018财年，阿里巴巴 B2B业务实现营收 137.89亿元（包括：1688、阿里巴巴国

际站）实现了快速发展，保持了较快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 1688国内 B2B业务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平台收费会员的平均收入上

http://www.ebrun.com/b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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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从 2018年开始，1688平台将逐步实现从交易平台向营销平台去升级，通过

打通数据、营销、广告、交易支付等体系，助力企业实现线下交易线上化，线下

营销线上化。针对当前痛点，1688通过升级服务体系满足企业需求，推动互联

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二是阿里巴巴国际站通过大数据赋能，将给企业提供包括支付、物流、金融

等更多产业链服务，平台正逐渐从信息服务平台向在线交易平台去转变，随着更

多服务的深入，有助于增加平台用户黏性，借助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针对商家

的千人千面服务。

三是在出口跨境电商布局中，除阿里巴巴国际站外，阿里国际零售业务增速

也较快，随着速卖通的持续发力，国内传统外贸企业线上化发展意愿强烈，都将

助推平台规模的增长，品牌化是平台力推之重点，将强化商家品牌的信任、好感

度。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即将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发展报告》

显示，2017年，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 6.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5%，跨

境电商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5 数字媒体和娱乐

阿里在 2018年对技术、人才和娱乐内容的投入为其数字化发展打下了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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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甚至来说娱乐消费已经超越了其核心商业业务。阿里利用 5.52亿客户

基础，对年度活跃的消费者进行大数据分析，了解他们的兴趣和偏好，从而对娱

乐化消费产生良好的定位来执行战略，发展数字媒体和娱乐业务。

在本财年，优酷展现出了原创内容产生的强大力量，阿里投资的专利真人秀

和独家连续剧都推动了这个版块的发展，平均订户比上年增加 160%以上。不仅

如此，阿里很早就开展了电影业务，通过整合线下资源，和商家、明星、经纪公

司、播控平台(电视、视频网站)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以精准对接需求。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助理分析师方格认为，随着中产阶级日

益增加，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满足日常生活而是追求更个性化、非标

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对于娱乐方面的开支必然会增加，阿里的商业和娱乐

之间的协同作用可以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同时提高客户忠诚度、订阅收

入，然后投资回报广告商，产生良性循环。然而，在“互联网+”的大趋势下，电

商平台和明星、艺人、经纪公司等均在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互相借势，以实现可

持续的商业化。

3.6 云计算

在 2018财年，云计算收入反映出更高的水平，数据上显示同比增长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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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33.9亿元人民币(21.35亿美元)，主要受付费客户增长强劲、以及高附加值

产品带来的收入结构改善等因素影响。其中，第四季度云计算收入同比增长 103%

达 43.85亿元，连续第 12个季度保持规模翻番。阿里表示将对云计算服务继续

投资。

据 IDC称，阿里巴巴云计算是中国基础设施即服务市场，按 2017上半年收

入计算占市场份额的 47.6%，较 2016 上半年的 42.4%上升。通过计算看到大众

取向和客户对产品、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并根据收入数据进一步准确投资、拓展

市场。该财年内阿里巴巴云推出了 316款新产品，其中 60多个集中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和安全管理方面。最近又推出了 LinkEdge这样一个专有的边缘计算软件，

使物联网在制造业、房地产、机场和火车站等公众场合的设施开发成为可能。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助理分析师方格指出，阿里云计算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阿里内部大数据的处理，而是更多的去帮助别的企业学会并熟练掌

握运用大数据这个工具。也就是说阿里在做的事是要帮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企

业进行互联网创新和产品创新，当然这也是得益于全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和中国产

业经济转型的机会。过去数据只在销售端和营销端驱动，今后还将向商品端、供

应链端、仓储物流乃至生产端来进行全方位驱动。过去商品和用户是零售商和电

商最核心的资产，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将成为他们最核心的资产。更进一步说，

云计算不仅仅跟行业在发生关系，还希望通过把数据汇聚在一起，将计算能力和

机器智能能力充分释放出来。同时，互联网架构能力和阿里云计算的数据平台相

结合，或许能够对政府的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

http://www.100ec.cn/detail--6418801.html
http://www.100ec.cn/zt/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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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创新举措和技术发展

阿里巴巴在科技及新零售、全球化等领域持续加码投入获得强劲回报，并使

阿里巴巴更好把握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带来未来增长的巨大潜力。

在 2018财年，阿里的几项创新举措在用户产品规模里已经产生了显著效果。第

一个是 AutoNavi，最大的移动数字地图、导航。截至 2018年 3月，中国每日活

跃用户的实时交通信息每天活跃用户人数达到约 6千万人。AutoNavi开放数字

地图平台此外，还支持食品递送、叫车服务和社交网络。另一个是 DingTalk，它

将沟通与协作结合起来，在工作场所提供文字、照片、语音和视频交流，方便协

作和工作流管理。以消息传递为其核心产品特性，已经成功地深入企业沟通协作

市场。

业绩高速增长的背后，是阿里巴巴对技术及新零售的投资和布局。在财报公

布之后的分析师电话会上，阿里巴巴集团 CEO张勇表示：“正如我们从第一天

开始所说的那样，我们为今天工作，为明天投资并孵化未来。”

阿里巴巴还将持续致力于在新零售、菜鸟网络、全球化及新用户获取和提升

用户体验方面的投资，这些业务未来将有望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并为阿里带

来新增量用户、新服务体验和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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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在电话会上认为，阿里巴巴的

持续强劲表现打破了“大体量定律”，他说：“尽管有大体量定律，我们依然获得

了增量市场份额，和消费者电商市场中更大的份额。这为什么能实现？因为通过

技术和消费者洞察，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将合适的产品放在了合适的消费者面

前。”他同时指出，由于新零售正在创造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消费体验，并推动

传统零售行业的巨大变革，中国 5万亿美元的零售额将能成为阿里的总体目标市

场。

四、总结与展望

4.1 总结

阿里全年收入达 2502.66亿元，零售营收占阿里总营收一半已上，淘宝、天

猫等电商零售业务仍旧是资源投入的侧重点。跨境电商业务增长明显，天猫国际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零售平台，阿里还 20亿投资了 lazada平台布局东南亚地

区电商业务。截至本财年末，阿里旗下盒马在全国已开出 37家门店，覆盖全国

9个主要城市到，近期将增加到 46家，覆盖全国 13个城市。

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表明，在阿里次轮发布财报之前，在美国资本市场，阿

里开始更多地被拿来与亚马逊进行比较。被称为“做空界”战斗机的香橼研究

(Citron Research)发布报告称， 阿里巴巴被认为是“中国的亚马逊”。报告认为，

阿里巴巴股价将升至 250美元。究其背后的原因，阿里的商业模式相较于亚马逊

而言更加轻盈，能够赋能中小企业。

对于阿里巴巴来说，连续四年保持营收高速增长，并创下自 IPO 以来最高

年度收入增长，暗示着阿里巴巴的营收结构已经从电商为核心收入的单一收入结

构转入多元化。

而阿里的强势发展主要有两个关键点，即阿里的强劲增长实际上来自两种力

量，一是核心电商业务的强劲增长；二是过去数年对具长远增长潜力的项目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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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阿里巴巴的整个业务目前已经是一个无比庞大的版图，可以有很多划分

法，比如线上和线下的，已上市的和未上市的等等，而张勇实际上是按阿里的电

商基本盘和新增长极进行划分，两大板块同时爆发，促成了阿里今日的增速。具

体有以下三大方面：

（1）核心电商业务方面：

新零售实际上加强了品牌商尤其是世界顶级品牌商对阿里平台的认可，天猫

成为品牌商们的首选，品牌商的集体入驻则拉动更多中产使用天猫，这导致阿里

巴巴的 GMV与用户群实现新的增长。为了布局新零售，阿里开启了一连串的线

下零售业的投资：先后斥巨资入股银泰、联华超市、新华都、高鑫零售，在向传

统 零 售 业 赋 能 的 同 时 ， 也 拉 动 了 阿 里 交 易 与 营 收 的 增 长 。

而在线上线下全面投资布局之后，新零售所促进的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新业态

也纷纷诞生，也就是所谓的“新物种”为阿里在业绩表现和业务增长的高速发展

提供了爆发式的动能，比如盒马鲜生，以其为代表的新业态为整个零售行业提供

了创新样本。此外还有淘咖啡、天猫小店、生活选集、猫茂、HOMETIMES家

时代、智慧餐厅等。

（2）跨境和国际零售业务方面：

中美贸易战阴影并不能阻止马云推动全球化战略加速的决心，在马云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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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未来就是一个可以让全球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可以买到来自全球任何国家的

商品，并且实现全球范围内 72小时送达的全球化电子交易平台，围绕这一目标，

阿里持续推动国际化布局，其中最大的增长来自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和全球

零售市场平台全球速卖通（Ali Express），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财政年度，

阿里国际商业零售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94%。而对中国境内的消费者来说，天猫国

际则成为最大跨境电商平台，有来自 74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00个品牌通过天猫

国际向中国销售。

（3）核心业务之外的加码投资：

比如技术开发、云计算、物流、数字娱乐和本地生活服务等，在上一财年，

阿里云计算的增速为 101%，营收达到 133.9亿；数字媒体和娱乐收入比去年同

期增长了 33%，增至 195.64 亿元人民币；创新计划和其他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 10%，增至 32.92亿元人民币，这一块主要是高德、钉钉等。

不妨回顾下阿里巴巴在去年进行的一些重大投资：投资 224亿港元入股高鑫

零售，成为高鑫零售的第二大股东，加码新零售；向菜鸟物流追加投资人民

币 53亿元，将持股比例提高到 51%，并宣布未来五年继续投入 1000亿元，加快

建设全球物流网络；向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增资 20亿美元，以加速其增长并

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布局电商全球化；全资收购饿了么，花费 95亿美

元；全资收购中国大陆唯一的自主嵌入式 CPU IP Core公司——中天微系统有限

公司......据估算，在整个 2017年，阿里巴巴的投资并购金额约近 900亿元。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助理分析师方格指出，毫无疑问，在阿里巴

巴，投资对新增长的驱动是异常明显的，而在未来，阿里的对外投资应该会处于

一个持续扩张的状态，阿里希望投资所驱动的业务未来可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

验，进而为阿里带来新增量用户、新服务体验和新技术，形成良性循环。

4.2 展望与期待

由于时间尚早，阿里和腾讯落子后尚未真正与零售企业发生化学反应。从苏

宁、银泰百货等模板来看，这些几年前达成合作的企业如今已经开始陆续兑现新

零售的红利，曹磊认为预计需要半年到一年才能看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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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表明，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已成为天猫平台上的第一大店，这相当于

在天猫平台上长出了一家“小京东”。

曹磊指出，未来新零售就是“线上+线下+物流”，其核心是以消费者为中

心的会员、支付、库存、服务等方面数据的全面打通。过去一年里，阿里积极推

进新零售战略，布局传统线下零售，先后投资高鑫零售、银泰，构建新零售战略

联盟。可以表明此前阿里的盒马鲜生、天猫小店、淘咖啡等新零售布局已取得一

定成效，且发展路线合理，也预示着今后阿里或进一步加大该领域的投入以换取

更高回报。

新零售发展离不开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增资菜鸟 53亿元，物流领域还将

计划投入 1000亿，将有效帮助零售业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消费体验。加大阿里云

投入，发展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赋能阿里线下无人店。

阿里巴巴的新零售布局，将进一步带动中国商业变革，全新的消费体验和商

业形态，将使消费者价值和平台价值都得以提升。

方格指出，阿里巴巴推进的新零售战略已为全球零售业提供了换道升级思

路，也成为亚马逊等海外巨头竞相模仿的对象。此前，无论是传统商业零售业态

还是植根于互联网的各种商业形态，在中国都属于舶来品。新零售则是商业模式

创新首次完成了“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的转变。传统零售此

前对新零售的探索，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好的经验和踩过的雷，都会为双方

今后的合作提供养料。

而从商业模式和资本结构上双通道加入由阿里巴巴推动的“新零售”革命，

全渠道融合共赢的“新零售”时代已经到来。不难相信，阿里巴巴对于“新零售”

的实践不会停歇，未来将会对更多优质的平台进行整合，构建出革命性的“未来

零售”。

方格表示，由于消费升级的趋势，“新零售”不断发展，深度融合线上线下，

有望成为未来主流的零售业态。商业模式决定零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

性，“新零售”模式能够打造完整的消费闭环，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

更能满足消费者对品质与体验的消费需求，相对传统电商与实体门店竞争优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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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科技和数据在整个零售行业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阿里新零售战略将继

续开拓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专卖店、商场超市、便利店等行业，渗透速度会越

来越快，新零售生态也将愈来愈完善。

阿里在“新零售”领域已抢先完成初步战略布局，不难预测，全渠道融合的

“新零售时代”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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