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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爷比大妈
更爱

据了解，在宽带和电视用户双超
1000万之际，四川移动推出多项提速
降费举措，宣布11月内所有50M以下
客户的带宽将免费升至50M。同时为
降低用户宽带费用，四川移动将宽带
电视产品免费融入用户主资费套餐
中，实现主资费最低18元即可免费享
受宽带电视业务。针对58元套餐及以

上宽带用户，推出加装二三台电视免
费看活动。同时为积极响应国家“精
准扶贫”工作，四川移动以服务民生、
服务广大群众为宗旨，针对“精准扶
贫”区域推出了最低10元的宽带电视
产品，资费低于城市同等服务套餐资
费35%，有效降低宽带资费标准，减
轻贫困人口通信服务使用负担。

中国移动2018年前三季度业绩
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9月底，中国移
动有线宽带用户数达到1.468亿，已
成为中国用户数最多的有线宽带运
营商。在此背景下，四川移动宽带和
电视用户双双超越1000万，这或许意
味着我省通信市场格局将面临重大
转变。 （庞健）

报告显示，11月1日~5日，成都天府新区
5天累计网购人数最多，达到74万人；武侯区
有57.69%的人参与了网购，是各区网购人数
占比最多的；成都周边的崇州市让人眼前一
亮，当地用户消耗在网购上的人均每天使用
时间最长，达到1.76小时。

海外购已成为一种潮流，报告显示，成
都高新南区有5.59%的人使用了海淘APP，
是各区使用海淘类APP占比最多的。

成都天府新区的剁手族最多

哪所高校学生最热衷网购

一年一度的双11马上就
要来临，你想知道今年“双
11”最受成都人欢迎、人气最
旺的APP是哪家么？想了解
成都买家在哪个电商APP
逗留时间最长么？想知道哪
些人群最喜欢海淘么……
针对上述公众关心的问题，
成都商报携手四川移动诸
葛大数据独家发布成都首
份《双十一电商大数据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为你解
疑释惑。

四川移动宽带和电视用户双超1000万
近日，四川移动再

传捷报，其宽带和电视
用户已经双双超过
1000万！这一里程碑
的事件，标志着四川移
动的发展迈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将对我省家
庭通信市场格局产生
重大影响。

四川移动作为中国西部最大的
通信运营商，近年来一步一个脚印，
加快宽带网络提速升级步伐：从2011
年起步宽带建设，到2016年全面提
速，建成全国首个百兆宽带城市群，
再到2018年推出“极光宽带”及丰富
的数字家庭业务应用，从无到有、从
点到面，建成了一张“网速快、服务

佳、产品好、内容多、覆盖广”的智慧
光纤宽带网络。截至2018年10月，四
川移动光纤宽带网络已覆盖全省
3000多万住户，宽带及家庭电视用户
均超过1000万户。用户平均速率达到
80M，较上年翻一番。

近年来，四川移动还加大了对偏
远地区贫困村的网络扶贫力度，从

2016年开始，共承担了全省51%的电
信普遍服务任务，重点攻坚偏远行政
村特别是三州的通信网络覆盖。截至
目前，已实现4800个偏远贫困村通宽
带，圆满完成了工信部下达的电信普
遍服务任务，加快我省网络强省建
设，为省委省政府治蜀兴川再上新台
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智慧光网覆盖全川 网络强省中流砥柱

宽带品牌全面升级 智慧生活从此开启

四川移动宽带及用户突破1000
万规模，在短短7年时间完成了行业
近二十年才达到的水平。但是四川移
动并不满足于现状，推出“极光宽带”
品牌，全面提升宽带品质，具备极速
宽带、聪明电视、智慧家居、敏捷服务
四大核心优势。

一是网速更快更稳定：“极光宽
带”可提供高达1000兆的全光纤入
户接入，让用户无论是玩游戏、看大
片，还是分享视频、上传云盘、大文
件传送都能享受到酣畅淋漓的体
验。除高速网络特征外，其“智能提
速”业务让用户可根据家庭宽帯的
上网速度，在短时间内按需调整。

“智能组网”业务则可根据每个家庭
的具体情况布网，让WiFi信号遍布

家庭每个角落。此外，“极光宽带”采
用了更高的上行速率标准，更是满
足了视频直播、数据分享、智慧家居
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二是电视好看更好玩：基于移动
“极光宽带”的家庭电视业务，拥有超
100万小时的海量高清影视内容，热
点内容同步首发率100%，国内票房
TOP20影片覆盖率超过90%，英超、
NBA等体育内容异常精彩，移动家庭
电视内置超过2000款游戏应用。此
外，众多“黑科技”可以实现手机电视
多屏互动、电视语音遥控等功能。

三是居家生活更智能：“极光宽
带”打造了“入口+平台+硬件+应
用+生态”五位一体的数字家庭生态
新体系，引入超百款智能硬件，上线

百款家庭应用产品，涵盖网络管理、
亲情沟通、安防监控、环境监测、节
能控制、健康医疗、智能家电和教育
娱乐等八大智能生活场景，实现从
智能单品向全屋智能的产品演进和
生态跃迁，为客户打造一流的数字
家庭体验。

四是装维更高效更快捷：“极光
宽带”具有网络远程检测功能，可快
速识别网络问题。此外，用户通过线
上智能化自助服务，5秒即可完成网
络故障诊断。装维工单系统智能化改
造，极大缩短了业务流程，使装维人
员可以秒速上门服务。正是有了以上
智能技术，“极光宽带”推出“超时赔
付”、“先装后付”承诺，让用户再无后
顾之忧。

感恩回馈千万客户 提速降费再出新举措

报告对成都地区几所重点高校进
行调查发现，四川师范大学的学生参
与网购的比例最高，达到66.19%，也就
是说四川师范大学每10个学生中就有
6 个 学 生 在 这 几 天 使 用 过 各 类 网 购
APP。估 计 四 川 师 范 大 学 的 快 递 员 小
哥，过完双11得哭，太多包裹了！

报告显示，高校学生最喜欢在12：00
和18：00这两个时间段使用电商类APP，
上完课利用吃饭休息的时间浏览购买自
己喜欢的物品。

就电商APP人均使用时长来看，成都
理工大学的同学每天浏览这些APP的时间
最长，达到人均1.89小时；而电子科大的理
科男们则相对花费时间较少，平均每人每
天花费1.5小时。

总体而言，理工类学校的学生更严
谨，选购一个物品花费的时间会更长一
些，比文史类学校的学生花在线上购物选
货的时间要长5.5%。

今年已是第十个“双11”，经
历了多年的“剁手”，成都用户的
消费显得更理性。几年前，电商们
为了收割更多的双11红利，把让
利活动的时间提前到11月初。经
过多年洗礼后，成都消费者今年
更为成熟，很清楚电商们最大一
波让利依然放在双11前后，所以

持币等待时机
的越来越多。
1、与预热前
电商用户数
对比

果然，报
告显示：11月1
日~5日期间，
共计有699万
人参与双11预
热，与10月16

日~20日的数据相比，反而降低了
41万人。
2、11月1日~5日用户数变化情况

从11月1日开始，双11预热活
动参与人数逐渐降低，其中11月4
日达到最低点，11月5日开始逐渐
回升。相信随着双11的临近，各大
电商APP的活跃度会持续上升。

报告还展示了双11最受成都
人欢迎的APP榜单。报告显示，11
月1日~5日期间，用户数最多的是
天猫、淘宝、京东；5天累计用户数
最少的是国美，仅有3.9万人；有3
亿用户使用拼多多，5天中累计被
130多万成都用户使用过。

在使用时长方面，从单个APP
使用时长来看，天猫每日人均使用

时长最长，达
到1.09小时。

在日均流
量增长方面，
由于双11活动
持 续 周 期 较
长，故在这5天
预热期每天的
人均流量变化
不大。11月1日
由于各APP都

开展了双11预热活动，所有APP流
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较10月31日
增幅达到了20.75%。

从5天总流量消耗情况来看，
淘宝当仁不让地成为消耗流量最
多的电商APP，达到119TB；从人
均流量来看，小红书在这段时间
每日每人消耗的流量最多，平均
每人每日消耗58M。

天猫、淘宝、京东的用户最喜欢用哪个APP来
比价呢？报告显示是拼多多。今年上市的拼多多
各种新闻不断，但不可否认其人气火爆。

网购，一直被认为是女生的最爱，但是成
都男人今年在双11前的表现却颠覆了我们的
传统认知。

在5天累计网购用户中，男性较女性多了
32.8万人。

从年龄结构来看，29岁以下是女性用户购
物多，29岁以上是男性用户多，69岁以上男性
购物者更是女性的两倍。

在天猫、淘宝等APP上，男女比例差异不
大。而在某些APP上，男女比例有较大差异：女
性用户数量在拼多多、小红书、网易考拉、唯品
会APP上较男性多出至少13个百分点，其中小
红书最为明显，女性用户数几乎是男性的4倍。
由此看出女性在电商购物上的特点：货比三家、
不怕麻烦、偏爱美妆类产品。

男性用户则偏爱使用苏宁、京东、国美这
类直男APP，男性用户数量较女性多出至少7
个百分点，体现出男性偏重于购买电子类产
品的特质。

从海淘类APP来看，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使
用海淘APP，女性用户和男性用户的占比为3：
1。其中19~28岁女性最喜欢海淘，有19万+的
女性在11月1日~5日期间使用了海淘APP。

本次报告选取的电商类
APP：天猫、淘宝、拼多多、苏宁、
京东、国美、亚马逊、网易考拉、
小红书、唯品会

数据说明：本次关于双11电
商APP的大数据报告是由四川移
动诸葛大数据根据四川移动用户
4G数据分析处理提供，由于抽样
和计算方式的差异，本报告部分
数据可能会与市场现有分析存在
一定的出入。

取数时间：11月1日～5日、
10月16日～20日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双11十年消费更理性 持币静待时机

双11最受欢迎的APP人气王来了

成都男生居然比女生爱网购

成都人爱用的比价APP

成都商报独家携
手四川移动诸葛大数据
发布成都首份《双十一
电商大数据报告》

新/ 闻/ 背/ 景

不仅是企业效率提升，一个值得
关注的新变化是，钉钉覆盖的企业组
织中，按行业占比排序，政府/事业单
位排行第六，占比达到8%。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已经上线的
掌上办事的“浙里办”和掌上办公的

“浙政钉”，就是用阿里巴巴开发的钉
钉软件，已有超过100万人使用。

同时，像“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
紧急发布平台”，这款由阿里巴巴工

程师基于钉钉开发的寻人系统，被命
名为“钉钉团圆系统”，接入了全国
6000多名打拐干警，利用钉钉的高效
触达能力，以最快速度传达相关信
息，有效锁定嫌疑犯活动范围，对解
救被拐儿童起到重要作用。截至2018
年5月15日，团圆系统共发布失踪儿
童信息3053条，找回2980人，找回率
为97.6%。

钉钉未来将打造一种怎样的生

活方式？在近期的“钉钉超级发布会”
上，钉钉CEO无招提出“钉钉是一个
新工作方式”，通过“五个在线”来实
现，这“五个在线”是组织在线、沟通在
线、协同在线、业务在线、生态在线。他
认为五个在线带来的新工作方式，能
让组织里优秀的个体脱颖而出，激发
出每个人的创新力，集体因此变得更
优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实习记者 杨程

成都企业钉钉活跃度跃居全国前六

拓荒智能移动办公方式
早晨9点，王林匆匆步入

办公室，人脸识别急速打卡后，
习惯性掏出手机，“DING”了
所有还没有浏览项目文件的成
员，并点击通讯录，开始线上工
作会议……

“打卡、提醒、通知到会议用
时5分钟不到”，成都高新区的
游戏公司联合创始人王林说，这
样的工作方式已经成为日常。

互联网引入中国多年，最近
十多年在消费生活领域取得辉
煌成绩，催生了阿里、百度等互
联网巨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
来在生产、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
也正发生着改变，像王林这样高
效的工作方式正逐渐在四川乃
至全国的办公场所上演。

作为企业智能移动办公平
台的钉钉，最新数据显示，已有
超过700万家企业组织在使用
钉钉，用户超过1亿。而截至今
年一季度，成都在钉钉企业组织
使用钉钉和活跃用户数上全国
排名第六。

从 2015 年 1 月正式发布到 2018
年 3 月企业组织数超过 700 万家，回
顾过往，三年时间钉钉在企业级市场
呈现指数级增长。如何实现这样的成
绩？或能从创业历史中寻找脉络。

钉钉创始人无招，本名陈航，
2013年还在阿里“来往”。

2014年1月陈航带着核心6人团
队转舵重新起航，4月进驻湖畔花园，
这里曾是阿里系诞生淘宝、支付宝、
菜鸟物流的孵化地。从社交转身全心

投入企业级服务，一款专注于提升中
国企业办公与协同效率的企业级服
务产品开始筹划启动。

2015 年 1 月 16 日，钉钉发布 1.0
版本，DING功能上线。三年时间，钉
钉加速攻城略地，企业组织数量超
700万家，注册用户过亿。

短短三年为何能走到这一步？钉
钉相关人士认为其中既有内因，也有
外因。内因来自于阿里的“不打扰”式
孵化，给予了钉钉充分的发展空间，

再加上钉钉团队始终坚持“用户第
一、创业之心”的理念，做出了用户非
常认可的产品。外因则是钉钉无意间
踩中了一个风口，即中国企业服务市
场迎来的爆发期，钉钉不但踩中步
点，而且成为了引领者。

根据Quest mobile数据显示，截
至 2018 年 5 月，在智能移动办公领
域，钉钉活跃用户数排名第一，在移
动办公市场中的份额占比第一，超过
第二至第十名活跃用户数的总和。

办公场的效率革命 三年超700万企业组织

“钉钉团圆系统”、“浙政钉”…… 提升政务处理效率

剁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