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消费者购买海外商品的热
情由来已久，由最早以“人肉代购”
为主的海淘1.0时代，到中期通过境
外电商网站购买再由国际物流运输
的2.0时代，如今的跨界电商已经进
入到全球货源地直采的3.0时代。

以往用户购买海外商品最纠
结的莫过于如何辨别商品真伪，导
致不少消费者对“代购”望而却步。
如今各大电商平台都纷纷扛起“货
源地直采”的大旗，如京东全球购
在美国、日韩、澳大利亚等地都设
立了直采中心，直接与当地品牌签
约，如消费者耳熟能详的花王、味
之素、茱莉蔻等。同时京东全球购
还推行“溯源检查制度”，对全球购
商品的原料种养殖、生产销售、运
输仓储现场实施随机、突击检查。

采用自营跨界电商模式的网
易考拉同样也推出了多次货源地
探访的活动，网易考拉CEO张蕾女
士前往荷兰美素佳儿天然牧场，直
播奶牛在牧场生活的全流程。此
外，网易考拉在2017年先后在美
国、欧洲、澳洲、日本等地密集举办
大型招商会，宣布百亿级全球采购

计划，与重要货源国品牌直接达成
战略合作；2018年还与韩国数十大
美妆、个护、保健类品牌进行了授
权签约仪式。

另一电商巨头苏宁国际则派
出了100多个国际买手，在世界上
百个国家进行联合采购，并与世界
各地的零售商建立深度合作。与此
同时，苏宁易购的线上平台也建立
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等多个国
家地区馆。

亚马逊中国将在11月6日至12
日举行“海外购物节”双11大促，大
促中亚马逊海外购将同步亚马逊
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四大海外站
点推出“超级国家专场”、“镇店之
宝”等活动。11月13日起亚马逊还
将开展“真黑五”全球狂欢活动接
棒双11。从11月1日起，洋码头也将
以“黑五”主题开启双11购物节，消
费者可在进博会的“展示展销服务
联盟精品馆”中了解来自美国、英
国、澳洲等多个海淘主要国家的代
表商品，也可通过洋码头APP与海
外买手进行线上互动，在直播页面
边看边买“进博会”商品。

商品质量得到保障后，还要解
决长期困扰消费者的物流效率问
题。京东物流目前已运营了近千条
全球运输链路，跨境网络包含十余
个跨境口岸、110多个海外仓，以及
中国全境的配送网络，覆盖全球224
个国家和地区。清关时效已缩短至
分钟级，跨境商品在全国部分城市
可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最快履约
为1.5小时。与此同时，菜鸟正打造
的全球智慧物流网络已聚集了八
十多个全球物流合作伙伴、231个跨
境物流仓库，能覆盖224个国家和地
区。在西班牙、荷兰、法国以及东南
亚多个国家已实现72小时达。

有了便捷、高效有品质保证的
购物窗口，双11期间进口商品不出
意外的成为了众多消费者的“剁
手”选择。据京东全球购数据显示，
面膜品类12小时卖出700000片，保
健品总销售额达到了去年同期的
200%。进口厨卫品牌松下、科勒和
TOTO的销售额分别达到了同比
424%、323%和177%。同时京东大数
据显示，2018上半年进口品牌及商
品购买量中四川进入了全国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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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购物节已经来到第十
个年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最初
为了促进“单身青年消费”的节
日，如今已经变成了全球最大的
购物节。关于物流，马云曾说“中
国物流业很幸运，赶上了最好的
时代。但是中国物流业也很不幸，
刚适应每天1亿个包裹，很快就将
面对每天10亿个包裹。”但从另一
个方面来讲，中国的电商消费者
无疑是幸运的。十年前用户接通
一次快递查询的热线大概需要半
小时，而十年后的半小时，足够让
阿拉斯加的银鳕鱼、波士顿的龙
虾、波罗的海的鱼子酱通通来到
你的餐桌前。

“过去十年在电商，未来十年
在物流”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论
题。事实上，此前美国电商巨头亚
马逊的发展路径就已经让行业看
到了电商规模化发展后的新方
向，那就是供应链一体化。双11
十年大考之际，以用户体验为导
向的供应链效率之争，已经成为
了各平台火力最集中的“战场”。
以智慧物流为代表的发展方向让
电商物流与电商供应链正不断呈
融合态势。无论是仓储成本的节
约还是配送流程的优化，一词概
括，无非“降本增效”。

买家
十年

物流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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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之变·
从9.9元到别墅一键下单

“三四年前，‘双11’促销都是
打着‘光棍节’名号，如5折促销活
动、满额减等，大幅折扣已经非常
吸引人。”正如这位有着十年网购
经验的市民张朴所言，当初的双十
一促销从11月初就开始预付抵扣、
各种秒杀、裂变红包等等令人眼花
缭乱。诚如双十一缔造者张勇所
言，双 11 购物节最初是想让淘宝
商城活下来，因此最初都是以“便
宜”为噱头吸引消费者。9.9元的商
品曾一度成为很多人关注网购的
焦点。但是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观
念也在巨变。

与最开始的“买便宜”心态相
比，近年来消费者网购时越来越重视
产品质量，各种品牌产品从服装、食
品再到价值昂贵的汽车、房地产品牌
均开设了自己的网店。与此同时，钱
包渐鼓的中国人已不满足于国货，开
始更多地来往于世界各地“买买买”。
2005年，国人开始尝试通过海外代购
买洋货，之后几年，海外代购迅速发
展壮大。如今，随着对商品质量要求
的提高、海关监管更加到位，海外代
购逐渐向跨境电商过渡。

第十个双11即将来
临，当“光棍节”逐渐被人
淡忘，双11定格为全球最
大的购物狂欢节。曾经，线
上购物是年轻人或是少部
分潮人的专利，而今网购
买家早已普罗大众，银发
老年甚至黄髫小儿也成为
网购大军的一员；曾经，网
购曾是廉价货的集中营，
现在到你能想到的奢侈
品，甚至豪车、别墅也能一
键下单；当初，网吧是大部
分人冲浪购物的场所，而
今躺在床上、在全球的每
个角落，在手机屏幕上轻
轻一点，就可以轻松下单
……这十年，作为买家你
感同身受。

·买家年龄之变·
银发网购族异军突起

统计机构QuestMobile数据显
示，目前中国移动互联网50岁以上
的用户已经超过5，000万，意味着每
8个银发人群中有1个是移动网民，
未来增长空间巨大。不久前阿里招
聘60岁以上员工年薪达40万的消息
引发社会关注。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群体的消
费能力毫不逊色。在京东平台上，最
新统计显示，老年用户人均消费额
的同比增速超出全站20%，并且今
年老年用户在生鲜食品上的花费是
去年同期的2倍。阿里巴巴发布的

《银发族消费升级数据》也显示，淘
宝天猫的银发族三年来增长了1.6
倍。其中50岁+银发族占比最高，占
七成，成消费主力。

今年重阳节刚过，京东发布的
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节前重阳节
相关商品的人均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近25%，其中最具人气的重阳商品
分别是登山鞋、菊花酒、重阳糕。除
了子女为老人购置商品，老年人网
购热情以及潜力正在释放，增速超
过人均网购消费额平均增速。

又是一年岁末买买买
购物季。从赶集到足不出户
电脑购物，再到随时随地手
机购物，购物方式的变迁进
化，让人叹为观止。

走着买——赶集，曾经
是最早的购物方式。《清明
上河图》上的繁荣情景，就
是集市场景的真实写照。在
一个固定的地点和时间，民
众们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易。
既便在现代城市，前几年购
物人们也多选择路边摊和
进商店购买。有人形容，购
物基本靠缘分，路边偶遇，
驻足即买。

坐着买——
随着宽带技术的迅猛

发展，电脑走进千家万户，
买东西也从走着买进化到
了坐着买。坐在电脑前，打
开购物网站，在各大电商平
台里“逛街”搜宝贝，提前把
货加入购物车，成为前几年
网购族热衷的方式。但是毕
竟由于电脑携带不方便，买
东西的时间和方式受到了
各种各样的限制。

躺着买——
最近两三年，智能手机

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
想象。有了手机，只要想买，
随时随地登陆电商APP，只
要想买，睡觉前也可以买到
心爱的产品。不过手机购物
体验还是不够完美。颜色，
尺码以及上身效果都无法
及时得到反馈。

AR买——

科技的演进势不可挡。
现在的大的电商平台已纷
纷应用了AR技术。有了
AR，你可以尽情感受新衣
上身的效果、直观地感受家
具的摆放效果、甚至定制新
车的外观和内饰。

MR买——
淘宝已通过“混合现

实”技术（简称MR）将超现
实的未来购物体验带进普
通人的生活，让人们有机会
提前感受“科幻片里的生
活”。

举例来说，用户头戴专
业设备进入一家网上服饰
店，只需用眼神“打量”一下
模特身上的衣服，淘宝红人
的全息影像就直接跳出来
出现，手舞足蹈地给消费者
介绍产品，如何搭配。并且
现场来了一段hiphop。所有
购物体验，只需眼神即可完
成，用户眼神聚焦到心仪的
产品就能自动添加到购物
车里。

网上购物，从几年前的
文字+图片，到近来的视频
导购，未来会不会变成像
VR、MR或者AI技术统治
的天下呢？“我觉得这是一
个必然的趋势，等到了那一
天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
更多的工具，我们也可以提
供这样的工具，也许有一天
戴上眼镜购物就像我们现
在用手机购物一样。”淘宝
人士如是说。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姿势之变·
从走着购到随时随地购

时间拉回到10年前，第一个
双11购物节，彼时人们印象最深
刻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零点时
分的购物车清空，另一件则是焦
急等待快递小哥拨通自己的电
话。对快递小哥的“望眼欲穿”很
快就成为了几乎每个双11都会出
现的热门话题。今年26岁的小向
对此感受颇深，他的中学时代在
四川省某地级市的下辖县度过，
那时他能收到的快递包裹只有
EMS。而到了大学期间，每年一到
双11，代收点的包裹就堆砌成山，
即便自己的包裹在经过一周的等
待终于到达校园收货点，但面对
着小山一样的包裹，收货点的工
作人员也只能“干瞪眼”，然后再
一件件整理归类，通知收货人前
来取件。再后来有了“海淘”，尽管
看着心仪商品汇率折算后的“优
厚价格”，但想了想自己某次等了
3个月之久的国际包裹，小向还是
选择了忍痛放弃。

以往制约物流“降本增效”的
一大难题就是人力大范围充斥在
各个环节中，如今随着大数据、AI

技术的日渐成熟，以往很多依赖
人力的重复环节已经实现了自动
化运转。京东物流、菜鸟科技、苏
宁物流等巨头都在智慧物流领域
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往常在
双11“练兵”的物流黑科技，完成
度也已经越来越高，无人机、无人
重卡、无人配送机器人等产品都
在各个环节实现了常态化运营。

在2014年投入运营的京东亚
洲一号仓内，一条条大型流水线
均为自动化，包括自动读取打印
的电子面单，自动分拣的机械臂，
以及自动规划路线对货物进行分
配的AGV机器人等设备；苏宁物
流的上海超级云仓在高密度存
储、交叉分拣、电子拣选等环节上
配备了自动化设备，拣选效率是
传统人工的5倍。菜鸟科技则利用
IoT物联网技术打造了数字化物
流园，把人工作业模式，变成了实
时在线和自动化作业。从出库到
配送都实现了效率提升，得到广
泛应用的智能快递柜也让用户无
需受限于配送时间，扫码、刷脸都
可取件。

时间拨回到十年后，事实证
明在十年前无论我们怎样展开
自己的想象力，都难以成功预测
如今的天涯变咫尺。

之所以次日达成为电商用
户的“底线”，是因为即时配送的
兴起。不少消费者往往在“等米
下锅”、“等酒开趴”时，才想到自
己还缺些什么，如今消费者直接
通过即时配送平台下单，诸如饿
了么、京东到家、苏宁易购等平
台可为消费者提供包括生鲜蔬
菜、日用百货、医药健康、个护美
妆等海量商品的配送服务，等待
时间不过短短半小时。

十年前，用户将通过电商平
台购买海外商品称为“海淘”，卖
家则是大家口中的“代购”。十年
后“海淘”变成了“跨境电商”，取
代一个个“代购”的则是数量庞
大的“专业买手团”和直采中心。
与之前动辄数月的“海淘”流程

不同的是，如今的跨境电商打通
了全球各大品牌，依托保税仓发
货以及打通国际物流枢纽，清
关、分拣打包和配送一共控制在
72小时左右。

全球距离的拉近还要归功于
强大的物流运输网。目前苏宁物
流已构建了仓储网、干支线网、末
端服务网，拥有17个全国物流中
心、60个区域物流中心、465个城
市配送中心、23416个末端快递
点，在95%以上的区域可以实现24
小时达。以仓配供应链服务为主
的京东物流实现了自营配送覆盖
全国99%人口，中小件、大件100%
覆盖大陆行政区县。前不久，京东
物流宣布将搭建全球智能供应链
基础网络（GSSC），并提出在全球
构建双48小时通路的目标；菜鸟
同样也宣布将建设物流骨干网，
力争未来实现全国24小时、全球
72小时的物流时效。

黑科技当道 效率翻5倍 刷脸就能取快递

曾经海外代购等数月 如今24小时到家

罗戈网CEO Tracy表示，她
相信未来十年整个物流行业变
化会非常快，不要说十年，三年
后的变化都难以预计。巨大的变
化主要还是因为技术驱动。比如
最近有关于地下管道运输方式
的常识性测试，如果能解决核心
的效率、成本、体验三点，在路面
订单密集时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但未来主要方向还是会以标准
化和数字化为主。在她看来，标
准化体系是多式联运的基础，铁
路目前就正在进行多式联运的
尝试，未来联运所占比重以及标
准化程度都会得到提升。同时公
路运输中热门的无人驾驶技术
如果能有突破性进展，也将对行
业起到颠覆作用。

在贯铄企业CEO、快递专
家赵小敏看来，物流业未来极有
可能走向一个融资并购的大时
代，一些国内的顶尖优秀企业走
向国际化将是必然趋势。同时随
着技术的发展，物流行业也将从
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靠拢，
无人机、无人仓、无人机器人等
黑科技都会陆续进入常态化运
作，如此一来，快递员的功能也
将更多元化，除了收派等基本功
能，还可能会充当兼具营销品牌
推广等多种业务能力于一身的
角色。与此同时，未来一些大的
巨头都会深入渗透到现在的物
流行业发展，会更加侧重于与实
体经济的基本结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谷

未来可期，物流行业将迎来数字化变革

当年等包裹望眼欲穿
如今无人机把货秒送到家

随着近年来双11购物节呈品质消
费趋势，以及双11的IP效应日益强大，
双11的消费人群和消费结构都有了极
大改变，享受型消费正成为双11的新
亮点，例如今年双11声势浩大的OTA
电商和汽车电商。

“双十一”期间，同程艺龙开启了旅
行狂欢盛典活动。活动中包含来自国内
外酒店、机票等各业务条线的人气爆
品、当季热品以及双旦春节预售产品
等，还有大额红包、满立减、拼团购等优
惠活动。用户平时在同程艺龙所获里程
可直接抵现当钱花，还可以在里程商城
中兑换各类商品。在今年的旅行狂欢
节上，由同程艺龙机票联合同程公益
发起的“公益双11，我们和你在一起”
活动也备受关注。

飞猪则在10月20日开启了双11预

售，预售开始后半小时，飞猪独家包列
的日本九州七星列车之旅中最贵的8
万元套房产品即被抢光。飞猪方面介
绍，随着多元化、定制化的消费需求不
断涌现，全球旅行品牌在双11推出了
多款独家商品，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个
性化消费需求。同时随着80后90后的
旅游消费继续升级，在双11的酒店会
场上，万豪、希尔顿、凯悦、洲际、君澜、
开元等酒店集团的商品，每个预售量
都在数千件，三天合计预售就已达4.5
万多间。

OTA消费的火热趋势在京东上
也得到了体现。据京东11月1日的首日
战报显示，仅一天时间，京东平台机票
销售额为去年同期的169%，酒店销售
额为去年同期的202%，旅游度假业务
销售额为去年同期的265%。

此外，汽车电商也没有放过双11
这个“全民IP”。据悉，汽车之家在双11
期间推出了“疯狂购车节”活动。活动
期间用户可享受多项优惠升级，比如
用户可在中意的超级品牌秀场每天领
取200元专属红包。除此之外，用户还
可在主会场内进行留资预约，预约成
功后获得爆款车抢拍资格。

前不久，京东汽车用品与国内知
名汽车厂商一汽丰田正式达成了战略
合作，一汽丰田官方旗舰店将在京东
平台上线，今年“双11”期间就可为京
东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此外，京东还
在“双11”启动发布会中宣布，主打“线
上+线下”一站式服务的京东京车会
正式上线，将有200余家线下汽车门店
参与到“双11”大促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谷

关于消费者最关心的补贴环节，
今年天猫别出心裁的推出了“双11合
伙人”计划，消费者只要使用阿里旗下
的APP，都可以积累能量兑换购物红
包，活动推出后，一时间刷爆了各大社
交平台；在补贴上一向“简单粗暴”的
京东今年也抛出了新玩法，今年首次
推出的“头号京贴”玩法，用户领取后
可在下单时直接抵扣，并且还加入了
【邀请好友助力】这一社交功能；在补
贴发放的形式上，苏宁今年的玩法让
人眼前一亮。通过云钻兑换、APP首页
摇一摇、小游戏抽奖、看球赛追剧、快
递盒扫码等各种方式都能领取到苏宁
的补贴。

在生活圈打造方面，各家巨头的
步伐也是惊人的一致。阿里宣布今年
将有来自全球的18万个品牌商家与遍

布线下各城市的20万家天猫智慧门
店，近50万超级导购，12座城市100个
重点商圈以及近600家新零售改造卖
场和商超加入天猫双11，包括近100家
盒马鲜生门店，以及470余家通过淘鲜
达改造的连锁商超，覆盖165个城市，
超5000万用户。在成都，用户只要身处
凯德广场、万象城、IFS、太古里等商圈
1千米范围内，都可用手机天猫摇一摇
享受商圈权益。

同样京东在今年双11也提出打造
线上线下一致化购物体验的目标，并
宣布携手上千品牌、全国60万门店参
与其中。包括京东之家、京东便利店、
京东X无人超市、京东专卖店、京东全
球购线下体验店等创新业态，以及京
东与联想、五星电器、TCL等众多品牌
合作的创新门店等。值得一提的是，在

成都范围内，京东打造了多个覆盖
3-5公里的智能生活圈，在地标性商
圈春熙路步行街，京东还布置了8000
余平的巨型地贴以及JOY SPACE无
界零售快闪店。无界零售“排头兵”
7FRESH的成都首店也亮相在即。

苏宁在今年双11启动仪式的邀请
函上写上了“上网、上街、上苏宁”的
slogan，足见苏宁在今年双11双线场景
互联的决心。据悉，苏宁将发动全国1
万家全业态门店参与，既包括苏宁广
场、苏宁红孩子、苏宁易购等传统苏宁
门店，也包括如苏鲜生、苏宁小店、苏
宁零售云以及线上苏宁拼购等创新业
态，覆盖多业态、全场景。同时还将在
全国多个城市落地包含全民舞动、全
民时尚、全民足球、全民电竞四大主题
赛事在内的娱乐嘉年华。

“享受型消费”异军突起
OTA、汽车电商纷纷参战双11

打造有“烟火气”的生活圈，
电商巨头关心你们的“衣食住行玩”

作为作为““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
的大考的大考，，20182018的双的双1111早早
早就揭开了悬念早就揭开了悬念。。提前一提前一
个月个月，，阿里阿里、、京东京东、、苏宁等苏宁等
电商巨头在电商巨头在1010月月1919日前日前
后纷纷启动了今年的双后纷纷启动了今年的双
1111。。说到双说到双1111十年来的十年来的
最大变化最大变化，，莫过于消费结莫过于消费结
构和消费人群的改变构和消费人群的改变。。从从
年轻男女们的凌晨购物年轻男女们的凌晨购物
车清空大作战车清空大作战，，到现在全到现在全
民参与民参与、、无处不在的双无处不在的双1111
消费氛围消费氛围，，上至上至““银发族银发族””
下到下到““学生党学生党”，”，人人心里人人心里
都有一份自己的双都有一份自己的双1111清清
单单。。既然是既然是““十年大考十年大考”，”，
20182018的双的双1111又将带来哪又将带来哪
些新玩法呢些新玩法呢？？

11月2日，来自马来西亚、澳大
利亚、加拿大等海外重点华人聚集
区的海外剁手党们纷纷加入双11剁
手囤货大军，并在吉隆坡、墨尔本
等核心城市举办各具当地特色的
线下活动。据了解，为提升海外华
人的购买体验，天猫国际推出了国
际收银台功能，打通了淘系交易、
集团支付、支付宝等三大技术体
系，通过支付功能前置到商品交易
环节，可让海外用户在双11抢购下

单享受到本币支付等功能。据了
解，天猫出海有 14万天猫商家、上
百万淘宝商家，12亿来自中国的商
品参与到“一店卖全球”中，已覆盖
了全球超过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苏宁旗下自营品牌
“苏宁极物”也在双十一期间正式
入驻北美最大亚洲商品购物平台
亚米网，开启了中国品牌双十一的

“出海”行动。据海外市场负责人透
露，苏宁极物此次“出海”商品将从

美国仓库发货，首批上架商品超过
50余种，主要以出行、居家为主。
SKU数量种类还在不断丰富，后期
将逐步拓展美妆、食品、电器等品
类产品。

京东则在印尼、泰国建立了当
地的电商平台，截至目前，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都可在京
东商城主站购买商品，并享受京东
优质服务和快捷配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谷

市民在天津自贸区于家堡全球购商业街跨境商品直营中心内挑选跨境商品

京东物流首架全货机成功首航

双11十年已覆盖
国人“衣食住行玩”

海内外剁手党
集体狂欢把节过

1111月月55日日--1111月月1010日首届中国日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日来自日
本本、、韩国韩国、、美国美国、、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德国德国、、意大意大
利等多国的数万件进口商品亮相利等多国的数万件进口商品亮相。。阿阿
里里、、京东京东、、苏宁等多个电商巨头都在苏宁等多个电商巨头都在
进博会上签下采购订单进博会上签下采购订单。。据商务部发据商务部发
布数据显示布数据显示，，从从19781978年到年到20172017年年，，
中国货物贸易进口总额从中国货物贸易进口总额从109109亿美亿美
元提高到元提高到11..8787万亿美元万亿美元，，中国进口中国进口
的年均增速为的年均增速为1414%%。。在进口快速增长在进口快速增长
的同时的同时，，中国大陆游客在境外消费额中国大陆游客在境外消费额
依旧很高依旧很高，，20162016年达到年达到26002600多亿美多亿美
元元，，表明中国消费者对国际市场上特表明中国消费者对国际市场上特
色优势产品的需求较高色优势产品的需求较高，，而跨境电商而跨境电商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购买这些进口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购买这些进口
商品的捷径商品的捷径。。

支付难、物流慢、验货难已成历史
海外商品引领双11消费升级潮

“买全球更要卖全球”
电商巨头海外同步开启双十一

不同于以往双不同于以往双1111常见的拼补贴常见的拼补贴、、买便宜买便宜，，今年双今年双1111各大平台不约各大平台不约
而同的打出了而同的打出了““品质升级品质升级””的口号的口号。。享受型消费与品质型消费正逐渐成享受型消费与品质型消费正逐渐成
为双为双1111的新亮点的新亮点，，来自海外的优质商品便成为了众多消费者的选择来自海外的优质商品便成为了众多消费者的选择。。
日本的小家电日本的小家电、、英国的威士忌英国的威士忌、、德国的啤酒德国的啤酒、、法国的化妆品等都是法国的化妆品等都是““剁手剁手
主战场主战场”。”。海外商品的热销除了消费者消费观念升级之外海外商品的热销除了消费者消费观念升级之外，，全球物流网全球物流网
络的日益完善也是重要原因络的日益完善也是重要原因。。曾经动辄等待数月的曾经动辄等待数月的““海淘海淘”，”，如今仅需如今仅需
4848--7272小时的时效已经向国内物流靠拢小时的时效已经向国内物流靠拢。。

全
世
界
都
在
过
双

线上线下 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