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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4982 亿元，11 月 1—11
日，天猫“双11”的成交额定格
在这一数字。

11月11日0点刚过，天猫
宣布创下了58.3万笔/秒的历
史新高，是2009年第一次“双
11”的1457倍；11月1—11日，
京东宣布“双11”累计下单金
额超2715亿元……各大电商
在购物季交出了漂亮的成绩
单，这一现象被视为中国消费
复苏的晴雨表。

如今，“双11”已不仅是各
品牌、电商角逐的战场，也逐渐
成为各城市扩大内需,推动消
费升级的发力点。今年“双
11”有哪些新亮点？对消费市
场的复苏带来哪些作用？网易
严选主动“退群”，是否意味着
互联网巨头开始反思？中国城
市报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

“快”字当前，
“剁手日”和快递都提前了

与往年相比，今年一个明
显变化是，“剁手日”提前了，从
过去仅11月11日这一天延长
扩展至两个时间阶段：11月1
日和11月11日。因此，也有人
戏称“双节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一
做法普遍受到了业内好评。

“这背后是有用意的。”苏
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
夫认为，过去“双 11”只有一
天，商家从准备订单到发货需
要很长时间，因此消费者下单
后可能11月底，甚至12月才
能收到货，体验较差；另外对
平台来说，后续物流配送压力
也很大。

同时，由于往年打折日仅
有一天，很多消费者并没有想
好自己需要什么，时间段拉长，
有助于给消费者有充分时间做
购物决策；另一方面，特别是上
半年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商家也
希望延长促销时间，拉动业绩
增长。

“今年‘双11’延长，一方面
能给商家、平台、物流减轻压力、
增加业绩，另一方面也能提升消
费者体验。”付一夫总结道。

出乎很多消费者意外，在
今年这场堪称史上规模最大、
时间最长的“双11”购物节中，

“快”却成了关键词。
往年“双11”，是所有物流

人的“高考”，最担心的是爆仓、
延误。为了应对堆积如山的包
裹，很多快递公司都会提早招
聘大量临时工。

然而今年快递却一路绝
尘。北京白领杨女士告诉记
者，她在11月1日凌晨抢购的
一箱零食，第二天早上上班前
就被京东送到了家门口，令她
直呼“惊喜”。

11月1日0：05，家住河北

的王先生抢在第一时间付了订
单尾款，10分钟后，突然发现
数量拍错想退款时，淘宝后台
显示快递已出仓。

“想退款发现居然发货
了。”这样的“神速”快递，也在
第一时间冲上了微博热搜。

记者了解到，这得益于今
年的“预售前置”模式。

以京东物流为例，负责人
介绍，今年“双11”期间，在消
费者支付定金瞬间即已开始仓
储生产，预售商品早在支付尾
款前就已抵达距离消费者最近
的快递站点，待消费者支付尾
款后，京东快递小哥立即进行

“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确保数
分钟内即可完成收货。

为了给快递保驾护航，记
者获悉，今年“双11”还首次开
通了“复兴号”高铁货运专列。
从11月1日——12月28日，每
日在武汉至北京往返开行1对
专列，全列8节车厢共可装运
40吨电商快件，路程仅需约5
小时。

三四线城市及农村消费强劲
城市产业带交易暴发增长

4982亿元，在城市经济发
展中意味着什么？

记者查询各省统计局数据
发现，2020年上半，黑龙江省
GDP为5250.6亿元，与这一数
字大体相近——11天内，仅天
猫一家平台的成交额就接近一
个省半年的GDP。

此外，三四线城市以及农
村正在释放更强的消费动能。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
长、研究员赵萍表示，农村是未
来消费增长的重要来源，也是
消费升级领域巨大的蓝海。

据京东数据，在预售阶
段，农村市场预售订单额同比
增长达 126%，比一线市场增
长更快。

苏宁也首次发起线上线下
百亿元补贴同享活动，加大对
县镇市场消费群体的关注，持
续抢占下沉市场。据介绍，目
前零售云已经实现了在全国县
域100%、村镇90%的覆盖率，
拥有超7000家门店。

饿了么方面则显示，“双
11”期间多个三至五线城市外
卖订单同比增长超100%，近
40个地级市外卖订单同比增
长超过五成。

“电商平台下沉市场暴发，
显示中国消费市场升级具有巨
大空间和可持续性。”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
院长盘和林也认为，以三线及
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为
代表的下沉市场消费群体占全
国人口的七成左右，潜力巨大。

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互
促、新消费全面复苏的新形势
下，数字化转型成为城市产业
带工厂增长的新引擎。

天猫报告显示，国内外双
循环诞生了105个成交额破亿
元的产业带，产业带总体成交
额同比去年增加13.7倍。

其中，广东家装灯饰产业
带、浙江杭州服饰产业带、江苏
苏州美妆产业带、福建泉州男
士产业带，以及江西赣州家具
产业带，这五个省的10个产业
带成交额均超过10亿元。

线下、直播同发力，
全渠道的“双11”来了

“今年‘双11’最大特点就
是线上线下、全渠道的赋能。
特别是直播成为‘双11’的一
个新热点。”上海商学院数字商
务中心执行主任娜日说道。

原来叫“购物节”，现在是
“狂欢季”。在娜日看来，如今
“双11”已开始把整个消费生
态连接在一起。

阿里巴巴数据显示，“双
11”期间，淘宝直播已经诞生
28个成交超1亿元的直播间；
有将近3亿用户观看了淘宝直
播，淘宝直播引导成交的GMV
同比翻番。

值得注意的是，直播已成
为卖货标配，商家“自播”的比
重越来越高。

11月1日当天，京东直播
带货的金额较今年“6·18”当天
增长了5.3倍，其中第三方商家
带货的规模性增长成为贡献主
力；苏宁官方则透露，“双11”
期间苏宁易购头部商家直播销
售占比已达到店铺整体销售的
30%左右……

另一方面，自去年实体商
家的大军加入后，线下已成为
今年“双11”不可或缺的消费
版图。

北京消费者刘易告诉记
者，今年她更喜欢在线下“剁
手”，因为套路少、折扣多，很多
店铺参加活动，所见即所得。

而线上线下融合发力，是
今年“双11”的一个新特征。

比如万达广场把如何借助
线上提高会员黏性、提高私域
流量等作为今年一个重点发力

方向。
其负责人告诉记者，10月

31日晚，万达尝试在全国200
多个城市、336座万达广场同
时线上线下联动，并首次举办
闭店VIP活动——通过“电子
邀请函”线上邀请商户会员、微
信社群粉丝、小程序用户、公众
号粉丝等约150万人到场。当
晚18:00至凌晨闭店，每位消
费者还可领取50元的代金券
线下使用。

作为传统家居行业的代表
企业，居然之家也在谋求数字
化转型。

居然之家负责人告诉记
者，以往消费者想要抓住最低
折扣，恨不得天亮之前就得到
线下门店里排起长队。如今借
力线上，只要登录官方旗舰店，
就能一建完成预约、领取线上
线下通用优惠券、参加秒杀等。

据悉，本次“双11”覆盖居
然之家23个大区、130家天猫
同城站、407家门店。居然之
家董事长汪林朋也携手11品
牌献出自己的直播首秀，带货
4.65亿元。

“家居企业从线下走到线
上，最难的是思维的转变。企
业一度沉浸在产品不愁卖的时
代，总觉得顾好实体店里那点
事儿就行了。如今才发现远远
不够。”喜临门家具总裁杨刚亦
表示。

面对数字时代、物联网技
术的来临，杨刚认为，缺乏主动
学习的意识和适应能力是疫情
期间很多经销商没能继续生存
下去的主要原因。

“双11”的“半径”的确在
不断扩大。娜日分析，在构建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引领下，线上线下融合、直播带
货等，也会成为未来“双11”以
及我国消费市场的常态。

网购套路多，监管部门
密集出拳直指“二选一”乱象

“今年‘双11’太热闹了，
明星参加晚会都赶场，堪比过

年。”白领王佳对记者发出这样
的感叹。

今年也被网友调侃为史上
最隆重的一届“双11”。记者
统计发现，今年11月10日，4
家购物平台（天猫、京东、苏宁、
拼多多）在5家卫视都有晚会
播出，晚会时长均在4小时左
右，内容形式也相似，如大牌明
星花式助阵、购物广告、巨额补
贴和福利抽奖等。

但在微博平台上，很多网
友似乎对晚会不感兴趣，直呼
更在意实际折扣，且认为平台
应该把请明星的钱省来补贴
商家。

“对平台来说，‘双11’更
像是一场品牌、场景、技术和应
用的大练兵。”娜日说。

事实上，从过去仅有天猫
一家，到现在京东、苏宁、拼多
多、抖音、快手等多个平台加
入，“双 11”也被视作头部电
商间的一场较量。不过，电商
花式“套路”多被消费者屡屡
诟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和往
年一样，“数学不好，算不过商
家”“预付定金，后悔也得等到
付了尾款再退货退款”等等依
旧是热门话题。

对王佳来说，“双11”购物
成了一场焦灼的心理战。她告
诉记者，11月11日前，她在本
来生活APP购物车里添加了
水果、速冻食品等，本想着到凌
晨活动时再下单，结果遭遇“先
涨价再降价”的套路，199-100
元的活动算下来价格差别无
几，守了个“寂寞”。

眼下，回归初心，是许多消
费者的共同心愿。而随着监管
部门近期密集出拳，网购乱象
有望进一步得到规范。

10月20日，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发布《网络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将
网络社交、直播平台纳入监管，
并特别对强制自动续费、故意
删除差评、“二选一”套路等问
题进行针对性规范；11月初，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出台《规
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明确禁
止欺骗性有奖销售、“先提价后
打折”等行为。

其中，“二选一”备受关注，
即一些平台为维护自身利益，
要求商家在自己与竞争对手之
间“二选一”，若不同意就降低
商家排名或进行搜索屏蔽处
理，此举长期在业内引发争议。

而就在“双11”前夜，11月
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次
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
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强调要加强和改进
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保
护市场公平竞争。

这也被众多专家认为是
“双11”期间给平台的一种“警
示”，剑指头部互联网平台“二
选一”“大数据杀熟”等行为。

““双双1111””带火城市消费带火城市消费，，亮点有哪些有哪些

11月11日，浙江杭州，一名媒体记者用4部手机在现场
进行直播。当日，2020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季纪录之夜活
动在浙江杭州举行，今年的活动覆盖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吸引30000多个海外品牌参与。中新社记者 王 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