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熙商圈人气旺

“双十一” 已不仅仅是网购节

了，实体零售店同样火热。昨日，记者

走访了春熙路、 总府路数家零售百

货，无不在“双十一”推出优惠活动，

吸引众多顾客。

伊藤洋华堂春熙店组织了 “光

棍节约会”活动吸引人气，多家专卖

店围绕“光棍节”，推出“满10元送5

元”、“折后立减111元”等促销优惠

活动。王府井百货也推出了“双十一

疯赔到底”、“双十一超值满减”等

活动，大打折扣牌，如“满599元减30

元”“满999元减50元”等活动。

小型零售店力推O2O线上线下

融合模式，新希望鲜生活店推出“双

十一支付宝钱包支付、 扫码购物享5

折”，新希望华西乳业推出“网上订

奶立减20元”等活动。此外，苏宁店

内推出了“O2O购物节活动”，活动

日从本月7日至12日。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作为全国百强县， 双流和郫县的经济实力有目

共睹。今年10月，中国社科院2014年中国中小城市百

强实力排行榜出炉，双流、郫县入围，其中双流列第

15位，郫县列第72位。

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艾可思互动创始人夏燕

成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 双流和

郫县地处成都二圈层，交通方便，物流直达成为消费

者选择网购的基本条件；此外，当地通讯基础设施也

十分完备，加上当地消费者的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

联网使用习惯已经形成， 在双十一期间扎堆扫货的

现象顺理成章。同时，成都是典型的宜居城市，随着

城镇化的进程和外地有养生养老需求人群的内迁，

大量人口在两地聚集，形成了庞大消费基础人群。此

外，成都历来是消费型城市，居民的消费意识强烈，

尤其注重消费者体验， 对于电商这种O2O的点到点

服务接受度很高。

夏燕成特别指出， 高校集中也是促使双流、 郫县

“双十一”消费强劲的重要原因，双流有四川大学、西南

民族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等，郫县有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科大、锦城学院、西华大学等，团结镇有四川传媒大

学、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四川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对双流、郫县区域内多所高校

进行调查，发现男生女生大部分加入了“剁手一族”，

成为双流、郫县消费总量冲进前十的重要贡献者。

记者在四川大学、 四川传媒学院等高校随机采

访50名大学生，其中38人参加了“双十一”网购，最

多的甚至一夜之间“败”下4000余元，相当于一名普

通白领的一个月薪水。这38人中，购物金额超过1000

元的同学有9人，占24%。而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无

论男生女生，购买最多的都是衣服鞋子包包。

作为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收几个包裹的“资深买

家”，对双十一的到来，四川传媒学院的大三学生小

陈有一整套作战计划。

第一步，选定商品、寻找优惠。

10月底开始，她就在常“逛”的一些店寻找有双

十一促销的商品，并广泛撒网地寻找一些新鲜货，一

一放进淘宝购物车里。

第二步，配置装备，缺一不可。

手机网络不可靠，可能会在零点被卡；电脑电池

续航能力有限，可能在抢购时关机；学校夜间要熄灯，

充电不能一直持续……提前考虑到这些 “不利因

素”，小陈早早就准备了充好电的电脑和无线上网卡。

第三步，计算网速、精确到秒。

在双十一零时到来的几个小时之前， 她和同学

们就开始登录淘宝网站。和一些买家早早登录，盲目

等待不一样的是，她们在等待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

刷新网页来计算每次网页加载需要的时间， 精确到

秒！她们最后确定的时间7秒，然后掐着表在晚上1点

59分53秒，点击网页“刷新”，这样就不会在真的双

十一到来时“迟到”。

经过周密的计划，小陈买到两件自己看好的衣服。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赵素冰 王垚 实习生 张雅文

双十一背后的电商生态

覆盖3亿人

诞生无数新“物种”

双十一的背后是电商的快速发

展，截至2014年6月30日，阿里巴巴旗

下的淘宝天猫等零售平台上有2.79亿

活跃的消费者， 这已经成为了一个覆

盖将近3亿人的庞大的电商生态，诞生

和推动了无数的新兴电商“物种”。

快递小哥

2013年，中国快递行业总营业收

入达1442.2亿元， 其中按54%的比例

淘宝天猫平台上衍生的快递业收入

就超过700亿。

淘女郎

中国有4万名专业淘宝模特，她

们又被称为 “淘女郎”，2013年她们

创造了超过30亿元的产值。

网店装修设计

超过11万家设计机构、 摄影机

构、客服外包机构以在淘宝天猫平台

上提供网店装修设计、客服外包等服

务为生，每年产值超过10亿元。

独立软件开发商

15000家独立软件开发商在阿里

平台上向商家提供营销推广、数据分

析、客户关系管理等软件服务，每年

可创造数十亿产值。

代运商

如果你想开店， 又不会运营，也

别着急，淘宝天猫平台上，代运营商

超过4000家，为你提供事无巨细的服

务，让你轻松当起“跷脚老板”。

广告

62万家网站通过阿里巴巴组织

的广告营销联盟为卖家提供广告展

示服务

淘宝村

截至2013年底，农村卖家数量已

达近48万家，淘宝村数量20多个

云计算

截至2014年6月，已有超过140万

客户直接或间接使用阿里巴巴的云

服务

据南方都市报

新房空了1个多月 只等双十一

28岁的杨先生正在装修新房。早在国庆节，他就

瞄准了一台商场售价4799元的50英寸LED电视。不

过，想到即将到来的双十一，他多了一丝期待，于是

忍住没有在国庆节下手。可国庆大假一完，他就看到

这款电视的价格就如坐火箭般突突往上涨， 一度涨

了800元！10日深夜，杨先生早早坐在电脑前，打开比

价网站，紧盯着相中的那台电视。11日零点，各大电

商都挂出了最终的促销价，杨先生对比一看傻眼了，

各大电商中的最低价其实也就比国庆节便宜了50

元， 售价4749元。“早知道优惠这么少， 就不熬夜抢

了，优惠50元不值得。”杨先生说，就是没有电视，他

的新房迟迟不能入住，空了一个多月，早知如此还不

如在国庆节促销时下单，一是提前享受，二是不用在

双十一期间物流打挤。

凌晨2点才下订单 早上8点被快递员叫醒

成都市民罗先生，看中一款标价129元的路由器

产品数月，却迟迟买不到货。11日凌晨，眼疾手快的

他再次添加购物车，终于如愿，一番采购后直到凌晨

2点才休息。昨日上午8点过，一阵铃声将罗先生从睡

梦中惊醒， 接起来却发现是快递员的派件电话，“你

的快递到了，小区楼下！”罗先生瞬间瞌睡全无，忙不

迭跑下楼取到了快递，“今年的派件速度太快了。”

罗先生向记者感叹道。

在记者身边， 和罗先生一样参加双十一的不在

少数， 很多人都表示在昨天就收到了凌晨送来的快

递， 有人在凌晨3点才最终提交了一个大家电订单，

而在昨日下午3时许，硕大的家电箱子就运到了他所

在的小区。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四通一达、顺丰等快

递公司了解到，双十一自2009年兴起以来，一年比一

年关注度高，经历了往年的爆仓教训后，快递行业在

今年做足了迎战双十一的准备， 很多品牌家电和电

商甚至直接将仓库设置在了快递公司位于全国各地

的仓库中，买家下单后，快递员能直接从公司取货送

出，减少了以往“收件再派件”环节，从而大大节省

买家等待快递的时间。

成都商报记者 熊玥伽 任翔

昨日下午2点，记者见到全国销量排名第一的坚

果品牌———“三只松鼠” 的四川仓库负责人蒋经理

时，他刚睡了两个小时，看起来疲惫不已。“从10号早

上7点起床后，直到今天中午12点，我都没闭过眼。每

顿都吃盒饭，5分钟吃完。”

透过其仓库玻璃墙， 记者看到里面数十位员工

正在忙碌的分拣货物，并传送出仓。昨日晚11点，记

者致电蒋经理时，他表示，全天订单已超过了20万。

记者了解到， 负责三只松鼠运送业务的快递

公司一整天都在仓库门口蹲守， 一旦货满就直接

驶往目的地， 中途不用到分拨中心进行中转，提

高了运送速度。“所有物品也会在周末前发货。”

蒋经理说。

成都商报记者 熊玥伽 任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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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完20岁生日的吴丽珍，是浙江

工商大学的大二学生。“双十一”这天，

她在一家电商公司兼职客服。从11月10

下午6点开始， 上班到11日凌晨3点。这

家电商为了“双十一”，共招聘了240多

名兼职客服人员。吴丽珍所在的小组有

近20人，有好几个都是吴丽珍的同学。

面对着满屏不断闪烁的买家，她要

按公司的要求，在60秒以内回复，有时

候要同时应对十多个买家的提问。她说

自己第一次体会到了上厕所也要争分

夺秒，还差点和同事撞在一起。

10日中午，碰到一个无聊的买家纠

缠，让她感到很委屈，刚好手机里又放

着歌曲《父亲》，吴丽珍一下子就哭了

起来。

电商公司配了按摩室，安装了高级

按摩椅给员工使用。还有发泄室，可以

拳击发泄，吴丽珍打了一拳就说打不动

了。10日晚上10点多， 原本不怎么熬通

宵的她觉得已经要吃不消了。

11日凌晨2点32分， 吴丽珍的手机

购物车里也装了20多件货物，不过她要

等到下班才能开始自己的抢购。

凌晨3点， 吴丽珍和一些员工去休

息室里休息一下， 有人仍在坚持上班。

根据流量统计，吴丽珍在8个小时里，对

顾客说了2万多个“亲”字。

（陈荣辉）

天猫双十一交易额破571亿

是去年的1.6倍

郫县一度挤进全国消费县前十

临近12日零时， 阿里巴巴集团西溪园区5号楼

报告厅天猫双十一直播大厅内开始骚动，专业相机、

摄影机、手机、大摇臂都对准大厅前的红色大屏幕，

在场460多家国内外媒体屏息捕捉新历史数据即将

闪现的短短一秒，直播、连线、更新微博，现场气氛紧

张，过了11日24时，最终交易结果整整迟了将近2分

钟才出现在大屏上，571.12亿元，共2.78亿个订单，四

川排消费省第六，双流排消费县第五。虽然没有达到

600亿元的目标，但相比去年的350亿元，今年又诞生

了一个新的纪录。

在这其中，成都和四川都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记者从现场数据统计看到，截至昨日15时25分，

四川收件317.9万件，发出82.6万单。截至16时30分，

四川省一直位列“双十一”top10消费省第五名，“败

家”前五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四

川，四川较之去年的第六名上升一位。

根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双十一商品迁徙图”，昨

日17时～18时， 从四川购买商品量排名前九的省市包

括福建、北京、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浙江、江苏、广

东（按销量排行），热度最高的商品包括背包/箱包、花

果（果粒）茶、抽纸、火锅底料、白酒、足浴桶等十几类。

昨日0时至12时，成都消费达7.8亿元，排全国第

六，前五位分别是：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广州，广

州消费共计8.46亿元。

全国消费百强县（市）中四川有5个，分别是双

流、郫县、西昌、都江堰、江油，其中，双流排在第五。

11日10时，双流、郫县双双进入top10消费县，分列第

四、第十；百强县的0时～16时的数据显示，双流县

6488万元、郫县4872万元、西昌市2068万元、都江堰

1887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凌晨3点开始，双流曾

数度登上消费百强县第三。为何双流、郫县消费能力

如此抢眼？

买进全国前五

双十一背后的

庞大生态圈

一个兼职客服的双十一

8小时喊“亲”2万次

两个成都买家的双十一

守候一个凌晨 只优惠了50元

众电商晒成绩单

京东商城

11日第一个小时，用户订单量达

108万单；11日0时～16时， 订单量是

去年同期的2.3倍

蘑菇街

截至11日19时，订单总额破3亿

汽车之家

截至11日21时26分， 订购总量

33853辆，总金额突破55亿

苏宁易购

截至11日0时30分，“苏宁大聚

惠”销售数量超过50万件。截至昨晚

6点， 苏宁易购整体销售件数同比增

长487%

� � � �

国美在线

11日0点过后的10分钟内， 大家

电销售60360台， 订单额突破2亿元，

同比去年劲增10倍。 截至11日12时，

交易额较去年同比增长620%

� � � �

小米

昨日下午2许， 小米创始人雷军

通过微博公布成绩：在11日前14个小

时内，小米天猫旗舰店共销售出85.3

万台小米手机，总计超过12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杨舸 熊玥伽 任翔

线上火爆

线下也热闹

一个成都卖家的双十一

29小时没睡觉 全天订单20万

一天571亿

为什么是双流郫县

全国经济百强县 大学生是主力

双十一，天猫销售额达571亿元，在这个消费神话背后，已经并非只有传统的卖家

与买家，电子商务已经延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连小区楼下的自营小超市，也已

经成为了包裹代收点，店主已经默默地腾空了货架，准备迎接双十一汹涌而来的包裹。

核心

提示

制图 余进

双流

境外消费TOP5

1.中国香港

2.俄罗斯

3.美国

4.中国台北

5.澳大利亚

海淘热门商品

1.手机

2.奶粉

3.箱包

4.女裙

5.面膜

昨日0时至12时

成都消费达7.8亿元

排全国第六

天猫双十一最终数字

双十一这天，大二学生吴丽珍在一家电商公司兼职客服，短短

8

小时，喊了两万

多次“亲”。碰到一个无聊的买家纠缠，让她感到很委屈，刚好手机里又放着歌曲《父

亲》，吴丽珍一下子就哭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