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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登陆到支付，手指
滑动速度最快的人只需要
3秒，而在十年前，这短短3
秒，却可能变成你穿越几
条大街去ATM机排队转
账；从下单到收货，全国狂
欢购物的节日里超8亿的
订单也能有条不紊运转，
而回顾过往，千万量级的
包裹量就能让快递物流系
统性爆仓……

10年里，阿里巴巴从
一家纯电商公司成长为一
个经济体，上面缀着阿里
云、优酷、钉钉、饿了么、虾
米、菜鸟……如同一个织
着巨网的社会生物，渗透
进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到今天，双11早已不
仅是天猫的节日，更是全
中国、全世界的商家与消
费者的盛大节日，也是全
球商业力量的大巡礼，成
为了商业领域的奥林匹
克。”天猫双11十周年即将
来临的节点，阿里巴巴集
团CEO张勇如此感慨。

天猫双11第十年
已成为全球“品牌奥运会”

阿里巴巴CEO 张勇

2018年天猫双11的最大看点，是阿里
巴巴数字经济体业务的全面集结。

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天猫、闲鱼、飞
猪、优酷、虾米音乐、UC等应用，和盒马、
口碑、饿了么等线下消费场景，以及银泰
商场、居然之家、大润发等卖场都全面参
与，给用户提供足够的优惠。今年，不仅在
线上线下的购物，叫外卖、到饭馆吃饭、看
电影、外出旅行、唱歌按摩等等，用户都能
参与到天猫双11的狂欢中来。

而这样的变化正契合阿里新零售的
发展趋势，“不同的企业各有不同，成功的
企业都有相同之处。大润发和阿里巴巴的
今天，都靠一批先行者努力而来。”在大润
发2018年年会上，阿里巴巴CEO、高鑫零
售董事长张勇如此感慨。

对于新零售定义，张勇这样认为，“新
零售不是‘原有零售+互联网’，而是零售
产业各个环节利用技术发生革新，展现不
一样的生命力。”他表示，只有真正把数字
技术和商业完美结合，才能带来真正的不
同，“由此会带来既像百货又不像百货，既
像购物中心又不像购物中心，既像超市又
不像超市的全新业态。”

面对这几乎涵盖人们日常消费的所
有场景，天猫总裁靖捷则透露，在商家为
消费者提供的优惠基础之上，天猫平台还
将发放超过100亿元的购物津贴与红包，
让全球的消费者买得更爽。而且，今年的
玩法规则更为简单，津贴、红包与优惠券
都可平行叠加。

今年的天猫双11，天猫国际、天猫海
外、速卖通、Lazada等跨境与海外电商平台，
将让海外200多个国家进入“包邮区”，共同
参与天猫双11，覆盖全球每一个时区。

值得关注的是，每一年天猫双11的大
爆发，都在不断推高整个社会商业的效能
极限。从第一年的5200万，到第九年的

1682亿，交易额指数级增长的背后，是整
个社会商业、支付、物流与服务的极限值
不断抬升。

8年前，千万量级的包裹量，就让中国
的快递物流系统性爆仓。到了2017年，天
猫双11当天产生了超过8亿的物流订单，
物流网络依然能够有条不紊的正常运转。
这背后，是菜鸟网络协同全行业打造的全
球智能物流骨干网。

支付系统也同样如此，今天支付宝的
每秒支付峰值可以达到25.6万笔，轻松支
撑全天十几亿笔的交易。现在，蚂蚁金服
还与全球超过200个合作伙伴一起，为超
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家和用户，搭建
了全球收付能力。

对于双十一，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
前几年就如此总结，“天猫双11早已不是
一家公司的事情，也不是互联网的事情，
而是一个社会现象，是社会大协同的结
果，形成各种资源共振。”

“走到第十个年头，天猫双11早已超越
电商促销的概念，成为了全球品牌的奥运
会。”天猫总裁靖捷说，天猫双11已经成为了
促进全球品牌数字化升级的最大舞台。天猫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着为品牌提供数字
化、智能化运营平台的使命而来。如今，天猫
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服务于品牌商和消费者
的线上交易市场，更是全球品牌和零售商在
数字化过程中制胜的驱动力量。

数据显示，天猫新品创新中心已与70
多家大型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包括宝洁、
三星、雅诗兰黛、资生堂等行业龙头，涵盖
品牌数量超过600个。天猫提供大数据和
调研、预测模型，指导品牌进行新品研发
和引进，将新品孵化周期平均从18个月压
缩到9个月，大大降低创新风险，实现上市
即爆发。2018年的天猫双11，也将成为品
牌商家全年推新的高潮，引发期待。

张勇所称的商业奥林匹克是指今年天猫双
十一有18万个品牌参与。

而这一庞大的品牌参与数在2009年仅为27
个，反差悬殊。搜寻09年天猫双11的记录，有这样
的表述，时任淘宝网CFO的张勇给“光棍节”的活
动广告预算仅有1万元，11月10日22点，也就是距
离活动时间仅剩两小时里，还有商家打电话来要
求退出。

就是这样的起步，难以想象“双11”十年间竟
成指数级的成长，对于这样的成长，阿里巴巴集
团CEO张勇说，这背后最重要的是相信的力量，
相信互联网能够重构和升级所有的商业，从消费
侧到供给侧实现全链路的数字化改造，在数字经
济时代，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到今天，双11早已不仅是天猫的节日，更是
全中国、全世界的商家与消费者的盛大节日，也
是全球商业力量的大巡礼，成为了商业领域的奥
林匹克。”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说，对于交易数
字，他从不预测，在张勇看来，这些一再创纪录的
数字是正常努力的结果，重在对未来的积累和创
造。“面向未来，商业世界和消费生活经历的新高

度，在未来都会习以为常。”
回想双11的第一年，张勇表示技术公司和快

递公司完全无感，如今每天都有1.4亿包裹在流
转。他说，今年的双11一天就会超过10亿包裹。而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这也将是常态。十年前网上
支付是创新。今天人们习惯了不带信用卡。张勇
想象说，“未来带双眼睛和指纹，每个人的身体就
可能是个钱包。”

2014年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谈论如何适应
无线互联网浪潮的来临，张勇举全集团之力“All
in无线”，使手机淘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商
平台。如今，人们已经完全生活在无线互联网上。
在他看来，未来的5到10年，一定会出现新的无线
互联网，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正在发生的第十个天猫双11，更将全面展现
阿里数字经济体的力量和经济体内丰富的化学
反应。天猫双11第十年，也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
张勇说，“很幸运在这一时刻迎来双11的第十年。
我们经历了40年的高速发展，要想支撑未来的探
索，只有信心和相信。只有相信创新可以升华商
业的力量，才能创造更多不同的双11。

从“光棍节”促销到全球“品牌奥运会”回顾十年>

数字经济集结号 衣食住行全覆盖展望十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胡沛 实习记者 杨程

双11临近，物流主角快递员们也
是备受关注。菜鸟网络11月5日宣布，
快递员星计划已于近期上线感谢快
递员功能，用户在物流详情就能表达
谢意。

数据显示，3天来，已有近万小哥
因好服务收到金额不等的感谢红包，
其中，成都感谢数量排名第九，跻身
全国前十名。而菜鸟备货大数据显
示，四川人非常“爱面子”，最爱备货
的是面膜。

3天万人感谢五星快递服务

快递员星计划是菜鸟和快递公
司共同推出的快递员终身成长体系，
由星等级、星激励和星赋能组成，为
300万快递员统一服务标准，统一激
励与技术赋能。当前，已在圆通、申
通、中通、百世快递、德邦快递、韵达
和天天等主要快递公司上线。

近日，星计划推出快递员感谢功
能，引发用户广泛参与，3天内已有近
万用户奖励好的快递服务。用户可在
物流详情页表达感谢：进入快递员主
页，就可感谢并留言。快递员在星计
划主页可领取感谢费。

留言统计显示，感谢快递员的辛
苦付出占据了绝大多数，还有不少是
因为误会给快递员带来委屈而表示

歉意。
“再忙，也请记得多喝水哦”——

这句留言成为最多人感谢小哥服务
的方式，占到总数一半。其他留言主
要有：“非常感谢您上门，辛苦了”；

“大晚上一直在派送，辛苦了”；“再
忙，也请记得按时吃饭哦~辛苦了！”

菜鸟数据显示，快递员星计划上
线以来，受到大力欢迎，用户用“投
票”的方式直接评定服务好坏，评论
量呈指数增长，为上线前10倍，目前
日均点评超过220万条。用户通过淘
宝、天猫、菜鸟裹裹等手机应用的物
流详情，就可以匿名对服务进行评
价。这些点评直接决定快递员星等
级，并与待遇挂钩。

菜鸟数据显示，用户感谢功能上
线以来，城市排名中，感谢最多的前
十分别是：汕头、北京、深圳、杭州、广
州、东莞、金华、上海、成都和西安。

当前，星激励已为常态，快递公
司总部会定期出资重奖“星级”快递
小哥，按月发放。目前，已有超过2万
小哥获得总计千万元重奖。

这届双11备货量创新高：
四川人最爱备面膜

2018天猫双11全球商家已经准
备好了。菜鸟方面介绍，截至10月31

日，上万个品牌已经提前把货物备进
了菜鸟仓库。根据大数据预测，这些
商品开始精准来到消费者身边。

据统计，这届天猫双11备货量创
下新高。其中菜鸟国内仓配网络当
中，准备在天猫双11热卖的商品加起
来，重达300多万吨，相当于64艘航空
母舰，13000多架空客A380。

如果把这些商品堆起来，可装满
720个水立方，能填满50个杭州西湖，
就算把全国所有的高铁车厢都塞满，
也要运输12天。有趣的是，根据备货
量预测，吃货是天猫双11的绝对主
力。备货量靠前的坚果零食，加起来
足够全上海人一起吃一个星期。

数据显示，各大城市有不同的购
物偏好。在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城
市，备货较多的是纸巾等清洁用品。为
精致的上海市民备货最多的是剃须
刀，而四川人最爱备的产品是面膜。

菜鸟方面介绍，目前已在全国10
个口岸准备了超过百万平米的保税
仓。在保税仓里备货的双11进口商品
中，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面膜、纸尿裤、
面部精华、面部护理、面部清洁、奶
粉、卸妆产品、化妆水、化妆工具、洗
发水，其中8成都与“脸面”有关。

菜鸟设在世界各地的14个全球
订单履约中心，从保健品到潮鞋潮
服，从网红卷发器到丰胸乳霜，全球
各地好货都已集结完毕，在双11当天
将乘专机发往中国。

天猫双11不但有全球好货进中
国，中国商品也在被外国的“剁手党”
们采购。目前，菜鸟在莫斯科、巴黎、
马德里等地的海外仓进入备货高峰，
海外消费者钟爱的小米、华为等中国
爆品已经近在身边。

从国内各大区域、城市、县域、农
村的立体智能分仓，到精准预测、优
化备货的智慧供应链；从“网上下单
楼下发货”的新零售分钟级配送，到

直接去海外产地接货的全球供应链。
今年天猫双11，菜鸟正在帮助商家降
低备货比，提高售罄率，通过“全球一
张网、智慧大协同”，带给消费者优质
的双11物流体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这届双11四川人备货最多的是面膜
菜鸟星计划

天猫双11前上线感谢功能

双11哈啰出行玩跨界
联合26家品牌送福利

““双双1111””从起步到成为从起步到成为
互联网时代中最杰出的产互联网时代中最杰出的产
物物，，已经已经 1010年时间年时间。。近两近两
年年，，基于互联网衍生出的另基于互联网衍生出的另
一大产物一大产物““共享出行共享出行”，“”，“共共
享出行享出行””作为智慧生活的重作为智慧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组成部分，，凭借日益扩大凭借日益扩大
的市场规模和用户人数的市场规模和用户人数，，以以
及技术及技术、、理念理念、、模式和服务模式和服务
的创新的创新，，出现至今已成为人出现至今已成为人
们出行必不可少的选择们出行必不可少的选择。。当当

““共享出行共享出行””遇上遇上““双双1111””会会
发生什么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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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双 11，“剁手”不如“跺
脚”。据了解，共享出行行业头部玩家
哈啰出行，在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1 日
期间，将联合全国 26 家品牌为用户
带来持续惊喜。

据介绍，用户通过哈啰出行APP
或支付宝小程序在单日完成两次骑
行后，即可获得一个哈啰礼包，用户
通过拆礼包可获得包括天猫超市、国
美、网易严选等在内的高价值品牌所
提供的优惠券，优惠券可在指定品牌
APP、线下门店，或天猫品牌店铺等
多个渠道兑换使用。

同时，在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1 日
期间，用户每次完成骑行后，凭借骑
行订单页，也可在指定品牌门店享受
哈啰折上折的福利优惠。

不仅如此，哈啰出行还联合各
大品牌推出抓娃娃赚福利的活动，
参与品牌涵盖联想、三只松鼠、途
家等，用户在活动期间可通过哈啰
出行 APP 等渠道参与游戏，成功抓
取娃娃即可获得中奖卡券，卡券也
可在多个渠道兑换使用。在微博
端，用户只要参与话题，还有机会

获得超值福利。
哈啰出行表示，各大商家品牌进

一步落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新零
售模式，而此次与全国众多线上线下
品牌的跨界合作，也标志着哈啰出行
作为线上线下连接、转化、融合的重
要载体，对打造开放、多元、融合生态

的持续推进。
哈啰单车作为高频出行工具，以

“毛细血管式分布”、“即时连接”的优
势，打通用户生活、服务和场景，实现

“线上”和“线下”、“到家”和“到店”的
深度融合，为用户提供多元化城市端
增值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双11期间，哈啰
出行不仅仅是送福利优惠，还别出
心裁地带来了一场“绿色出行方式&
出行全场景”创意展的综合体验。据
哈啰出行介绍，在11月10日到11月
11日两天，将联合成都市凯德广场。
魅力城店启动“绿色出行方式&出行
全场景”创意展。届时，将展出包含
地铁、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助力
车等多元化的“模拟出行方式”，同
时，将模拟打造集娱乐、社交、办公、
购物、应急等“出行全场景”。而活
动中“交通工具上抓娃娃”、“说出你
心目中未来出行的样子”等互动环
节的设置，结合了哈啰出行特色，让
广大成都用户在趣味互动中感受绿
色出行的体验。

(郭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