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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双 11”引爆全球最大规模商业协同
｜ 沈玉洁

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不过， 据天
猫透露，今年双 11，每个人都将获

新零售“大阅兵”

得自己的“大屏”，在手机淘宝上看
11 月 11 日 19 时 30 分， 上海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的灯光异常

到属于自己的双 11 数据，而不再只
是整体数字中的一部分。

璀璨， 中心广场前搭建的巨型天猫
展台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 尤为

不仅如此，从“消费互联网”到
“产业互联网”的升级，意味着遍布

2017 年，是阿里巴巴全力践

耀眼。
文化中心的场馆内，2017 年双

全球的数亿产业工人、农民、设计师
和生产管理人员也投入到天猫双

行“新零售”概念的一年。 阿里巴
巴表示，今年天猫双 11 是一场线
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大阅兵”。
天猫双 11 见证了 “电子商

11 晚会精彩纷呈。 这是双 11 这个

11 的盛典。

狂欢节诞生以来，第一次把主会场
放在上海。
9 年前， 当阿里巴巴第一次启
动天猫双 11 购物狂欢节时，他们或

互联网时代的全球供给和消费
体系背后还有数据、智能、计算的一
整套技术产品， 这也意味着全球数
百万程序员、 产品经理、 数据分析

许没想到， 这个商业性的节庆行为
将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商业社会中的

师、算法工程师在托举着天猫双 11
的狂欢。

一个标志性时刻。
9 年时间，双 11 以惊人的速度

所以，可以说，天猫双 11 不再
只是消费购物的双 11，而已经成为

成长蜕变，已从企业“造节”变成真
正的全民狂欢。

涵盖了从商业到社会文化再到科技
突破的方方面面的双 11。
“可以说，双 11 就是全世界所
有人在一个共同目标下的共振。 ”

作为全球最大的购物狂欢节，
再没有任何节日像天猫双 11 这样，
调动一个拥有十几亿消费者的国家
的几乎全部商业资源。 这些海量资
源的汇聚， 不仅让中国乃至全球消
费者体验到购物狂欢节的欢乐，也
见证购物奥运会的壮观。
正如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
所说，如今的天猫双 11，已经成为
“世界的中国现象”和“全球共振”。
但张勇强调， 阿里巴巴创造了
天猫双 11，但并不拥有它。 阿里巴
巴只是双 11 这个大舞台的搭建者，
每个双 11 的参与者才是舞台的主

｜ 沈玉洁

务”升级为“新零售”的全过程，更
开始成为 “新零售” 撬动 “新制
造”，推进中国工业化全新升级的
重要契机。
记者发现，今年的天猫双 11
与往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线上
线下正共享狂欢时刻，今年的双
11 不仅是手机屏幕上的双 11，而
且成为了从街角村口到一线城市
核心商圈的全场景的双 11。
据了解，此次天猫双 11 全球
狂欢购物节中， 海内外超 100 万
商家线上线下打通，52 大核心商

张勇表示。

跨境贸易在身边

圈、近 10 万智慧门店、60 万家零
售小店、5 万家金牌小店、4000 家

全球卖， 让世界小得像身边的

天猫小店、3 万个村淘点，为全球
消费者带来了真正立体的、 全方

创立 18 年来，阿里巴巴一直在
践行“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一

位的新零售体验。
双 11 期间，天猫联合百余品
牌在全国 12 个城市的 52 大核心
商圈开出 60 家新零售快闪店，线
上线下互联互通； 耐克开出两家

街。

宗旨，帮助中小企业通过透明、扁平
的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找到贸易机
会。 阿里巴巴也孵化出天猫国际这
一中国最大的跨境进口零售平台，

“智慧门店”， 之后可能尝试将更
多实体店纳入“智慧门店”体系；
在肯德基和必胜客，顾客通过手

角， 这些参与者在阿里巴巴经济体
这个平台之下形成的社会化大协

帮助超过 60 个国家 15000 个品牌
走向中国消费者。

同，让“每个人的双 11”都被赋予无
可替代的价值。 双 11 已经成为全

在天猫双 11 全球狂欢节来临
前夕， 来自欧美日韩澳新东南亚的

而，天猫双 11 想做的并不止于此。

本地的企业和制造商， 也有机会来

全面启用运营， 这也成为阿里巴巴

球所有的商业力量在科技、大数据
驱动下的一个全球大协同。

全球品牌跨越多个时区，统一进入
“天猫双 11 时间”，同台竞技，各显

张勇表示：“天猫要助力中国品
牌建立全世界范围影响。 ”

挑战国际巨头，给消费者更多选择，
让消费者受惠。

所沉淀的跨境贸易成功经验的 “中
国方案”输出样板。

每个人的欢乐双 11

身手， 为积极参与这场全球最大的
商业奥运会紧锣密鼓地筹备。

近年来，大量的中国品牌商已经
建立起良好的供应链、 商品生产、设

中国产品行销海外， 海外特产
风靡国内， 天猫已成为一个超越国

“eWTP 的本质就是跨境贸易
的‘中国方案’。”张勇说，“马来西亚

“双 11 快乐，买买买，卖卖卖”，

这其中，既有刚刚参加了 2017
天猫双 11 全球潮流盛典的 LVMH、

计能力，但与海外市场仍有距离。 中
国品牌走向海外仍秉持着最传统的

界的商业平台。 在这场全球狂欢的
背后， 已不是中国一国的商业力量

数字自贸区启用后， 马来西亚商业
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数十万马来西

雅诗兰黛、SMCP 等全球时尚奢侈
品集团，也有从智利车厘子到加拿

方式。 而阿里巴巴成熟的物流、服务、
支付、信用和用户体系，期望帮助国

的 ALL-IN，而是演进成为从生产、
营销到物流、支付的全球整个商业

亚及东南亚中小企业和年轻人将受
惠于 eWTP‘中国方案’。 ”

大北极贝的全球特产， 还有梅西百
货、Costco、麦德龙、澳洲大药房等

货品牌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数据显示， 在今年双 11 期间，

力量的大协同。

事实上， 在 6 月和 9 月的美国
底特律、 加拿大多伦多中小企业峰

国际零售巨头，把全世界的货架摆
到中国消费者面前。
经过多年的发展，海外市场已经
成为天猫双 11 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

全 世 界 超 过 14 万 个 品 牌 投 入 了
1500 万种好货参与天猫双 11 的全
球狂欢， 其中有包括海澜之家、格
力、海尔、李宁等在内的逾 100 个中

在天猫双 11 全球狂欢节来临之前，
美国潮鞋零售商 Stadium Goods 纽
约门店挂起一副中文对联， 如同迎
接一场盛大的节日。
如今的天猫双 11 已不仅仅是
中国人自己的购物狂欢节， 还是全
球各地每一个人的节日。
每年，天猫双 11 的数字大屏都

天猫双 11 展现新零售图景：帮年轻人实现“五个全球”

除了帮助实现品牌的全球流
通， 阿里巴巴还致力于提供跨境贸
易的“中国方案”，而天猫双 11 正是
将这一“中国方案”推向全球的重要

会上，这一“中国方案”受到当地中
小企业的热烈欢迎， 电子商务所推
动的更为便捷和透明的贸易全球化
成为全球中小企业的心声。

助推器。
最新出版的 《经济学人》 杂志
称，天猫双 11 的到来，让电子商务

各商业力量大检阅， 是一个基础设
施的大检阅。 ” 张勇表示，“要使这

帮助具备真正能力、 体现中国风采
的中国品牌走出国门， 从 ‘中国制

在世界范围内持续高速增长， 这一
浪潮正在助推中国的阿里巴巴实现

些商品、这样巨额的贸易量在双 11
消费需求产生、订单产生、消费产生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新零售的
大趋势下， 手机淘宝从最初买家

造’走向‘中国创造’、中国品牌，帮
助他们建立世界市场的影响力。 ”

国际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 阿里巴
巴已不再是简单的电商， 而是商业

以后可以畅通无阻、完成进出口，完
成报关、通关，不仅对于人力是一个

依赖搜索和人工推荐找到想要的
商品， 到后来的智能算法推荐帮

张勇表示。
此前，《经济学人》网站曾表示：
“阿里巴巴的存在促进了商业公
平。 ”分析指出，阿里巴巴让中小企

世界的管道和电缆，是商业世界重
要的基础设施提供者。
值得一提的是，11 月 3 日，随
着纳吉布与马云共同鸣锣三声，阿
里巴巴首个海外 eWTP 试验区——
—
马来西亚数字自由贸易区在吉隆坡

巨大的考验， 对系统也是一个巨大
的考验。 ”
“阿里巴巴希望通过民营企业的
力量、市场的力量、消费者的力量和

助人们发现自己的心头好， 再到
现在的更多去中心化的自运营崛
起，“有好货”、“爱逛街”、“淘宝头
条”、“微淘”、“淘宝直播”，商家与
用户全新的交互方式层出不穷。
苏宁杭州庆春路店店长董梁
表示，双 11 人气榜的落地，不仅
能让消费者可以真真实实地触摸
到线上商品， 也能把线下货架式
导购提升到智能导购模式， 可以

业更方便地找到买家、 进行货物分
发，从而降低门槛，减少障碍。 即使

“在巨大贸易额的背后其实是

中小企业的力量，帮助这一中国成功
的商业模式走向全球。 ”张勇说。

大大缩短消费者的选择时间。
对于新零售的未来发展，阿

兴奋与责任

里巴巴方面持续看好。 张勇说：
“线上线下无缝融合， 没有阻力，
只有合力。 ”

今年的双 11，优惠力度不减，
但优惠活动花样百出。预付定金抵
扣现金、全民切红包大作战、AR 捉
猫猫得红包等一系列优惠活动，让

资深网购买家龙女士此前坚
称，今年双 11 绝不“剁手”。 然而，
她还是食言了， 未能抵挡住双 11
巨大的折扣诱惑。

大考。
据国家邮政局预计，2017 年
双 11 期间（11 月 11 日至 16 日），
邮政业处理的邮件、快件业务量或

11。 全球包邮和全球 72 小时必达
正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实现。
在打通物流的最后一公里方
面，今年双 11 期间，快递行业将采

有什么东西可推荐吗？ ”王女士对
笔者表示，临近双 11 这几天，见面
打招呼的方式都变了。

消费者眼花缭乱。
为了能够以最优惠的价格购
买商品，非资深“剁手党”王女士
工作之余， 抽出时间仔细研究了

龙女士称：“今年本来不想凑
热闹的， 但又觉得双 11 不买点什
么太亏了。 一下子没忍住，8000 元
的东西已入购物车。 ”

将超过 15 亿件，同比增长 35%。
面对物流订单大幅增加的巨
大压力，据菜鸟网络方面透露，“全
行业已经做好准备， 将为双 11 的

取社会化协同的多元化解决方案。
菜鸟与物流合作伙伴在全国投入
4 万家菜鸟驿站， 近 20 万组智能
快递柜和数十万快递代办点。这些

不是一个人的兴奋

各路网购大神总结的“双 11 优惠
攻略”。
王女士表示，目前购物车内的
囤货金额已经超过 6000 元。 “除了
一直想要更新换代的手机，与平时
相比折扣力度较大的长靴也已加
入购物车，其他主要就是囤了一些
日用品。 ”
对于网购人士来说， 双 11 是
一个重要的节日，购物狂欢已经成

言及对双 11 的期望， 李女士
称：“买东西的时候总是兴奋的，但
是等快递的过程总是煎熬的，希望
今年能快点收到快递！ ”

‘剁手星人’ 提供更快更优的物流
服务。 ”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让全球
剁手党们欢度这场狂欢盛宴，在菜
鸟的协同下，全球顶尖的物流巨头
都在双 11 前下注加码。 在此期间，
他们将联合菜鸟一起， 为全世界
“剁手党”提供更快送达的服务。
这是阿里巴巴和菜鸟网络宣
布未来 5 年投入 1000 亿元建设全

场所将与上门服务一起，为消费者
提供便捷、安全、多元的配送服务。
面对双 11 可能存在的“爆仓”
压力，一位送快递的小哥称：“我们
不敢打包票说能够做到让客户百
分之百的满意， 但是期望今年双
11 能够做得比去年更好， 你们能
够一年比一年更加满意我们的服
务。 ”说完这句话，快递小哥踩上油
门，赶去送下一个快递，他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中。

“哎，你双 11 购物车加了吗？

在双 11 的众多买家中， 王女
士只不过是最为普通的一个。
刚来上海不久，平时网购消费
也不多，王女士称不上资深网购人
士。 但是面对临近的双 11，王女士
却显得十分兴奋。“由于双 11 苏宁
易购旗舰店 iPhone8 大促，降价千
元以上，今年终于舍得抛弃跟随我
多年的手机，用上新手机了。 ”

为一种习惯。

署更深入的数据协同体系， 用新
零售基础设施全面赋能超市。
从天猫平台， 到银泰这样的

前往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覆盖近
亿海外华人乃至全球消费者。
“通过阿里巴巴，我们希望能够

阿里巴巴方面表示，今年双 11
就是全球企业的一次实战练兵。

双 １１ 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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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成为天猫双 11 的实体会场；
在近百万家社区街边小店， 网红
爆款产品将实现线下直供； 盒马
鲜生这样的新零售“新锐”正在部

商业综合体， 到大小商超， 再到
“智慧门店”和天猫小店，每个人
身边的几乎所有零售消费场景，
不论线上线下， 都在此次天猫双
11 中实现上下通达、 立体联合、
全网协同。

国顶尖品牌，借助天猫双 11 实现全
面出海。 它们将带着最优质的商品

阿里巴巴 C E O 张勇

“中国方案”走向全球

机淘宝和天猫精灵在趣味互动中
提升就餐体验； 百联集团与阿里
的战略合作正持续深化， 从阿里
平台到百联全业态门店的全渠道
链路在双 11 迎来集中爆发；50
家银泰将首次落地全国门店双
11 直播大屏，天猫旗舰店、喵街
和线下门店的充分结合将让银泰

快递小哥期望做得更好
消费者的需求同样是阿里巴
巴一直致力于提高和改善的地方。
每年双 11，除了是“剁手党”的节
日，同样也是中国快递行业的年度

球智慧物流网络以来的首个双

业内人士指出， 新零售是不
断突破商业边界的社会大协同，
而天猫双 11 将这场大协同进一
步推展到全球的范围。

美国消费 者 在 梅 西 百 货 门 店
前庆祝天猫双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