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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618见证消费升级 新国货表现抢眼

据悉，天猫618开场10多天来，聚划算彻底
引爆下沉市场品质生活需求，无论是iPhone、戴
森等国际大牌，还是电动牙刷、智能锁、体脂秤
等新消费品类，都在三至六线城市收获了成倍
订单增长。

以苹果为例，来自下沉市场的巨大消费动
力，成为苹果率先进入天猫618“亿元俱乐部”
的重要推手。苹果品牌在天猫618成交同比增
长达120%。其中，三至六线城市成交同比增长
高达170%，比一二线城市高出近1倍。

与此同时，天猫618敲开了下沉市场大门
的主力中“新国货”表现抢眼。其中电动牙刷在
天猫618的第一分钟就卖掉了14051件，截至6月
1日下午16时，销量已破40万支。创造这个奇迹
的，不是一二线城市的洋巨头，而是跟随聚划
算一路成长起来的中国产业带商家。

位于浙江台州的新锐品牌福派就是其中
之一。天猫618开场仅2天，福派就爆卖了近
40000单，超过去年6月整月，其中来自二线及
以下城市的新用户占据九成。

曾经承包了日本市场一半产能的宁波赛
嘉电器，也在牵手聚划算之后，逐步将重心转
移回国内市场，并锁定年内完成1亿销售的目
标。今年天猫618，赛嘉的下沉市场用户占比已
接近五成。紧随电动牙刷，国产智能锁、体脂
秤、滤水器也搭上了消费升级风口，在天猫618
形成整体性爆发。

拼多多：百亿补贴老字号国货

6月12日，央视财经频道报道显示：今年618
期间，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牌、老字号品牌跻身潮
流一线，受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引发“国潮”现
象。其中重点介绍了拼多多平台的“老字号新电
商计划”，阐述了该创新工程为上海老字号品牌
带来的改变。据悉，拼多多今年618“百亿现金补
贴”中，集中出现了一批老字号品牌的身影；同
时，拼多多和老字号品牌的深度定制款产品甚至
新品牌，也开始陆续呈现在4.43亿消费者面前。

今年5月，拼多多承诺将在未来三年累积
投入100亿营销资源以及15亿元定向现金补
贴，助力100家上海老字号品牌扩大市场份额，
推动更多品牌重回一线品牌阵列。这也是迄今
业界规模最大的老字号品牌联合专项行动。拼
多多数据显示，截至6月12日24时，618大促期
间的老字号品牌，整体销量同比增幅达320%。

苏宁：
战略布局国货美妆 618携手伽蓝集团

618正如火如荼，6月12日，伽蓝集团董事
长郑春颖带队到访苏宁，与苏宁快消集团总裁
卞农共商2019国产美妆发展大计。

伽蓝集团创立于2001年，目前已经发展成
为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中国化妆
品领军企业。除了自然堂之外，伽蓝集团还拥有
美素、植物智慧、春夏等多个品牌，是中国最大

的专业化妆品企业之一。一直以来，苏宁快消集
团就与伽蓝集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而随着本
次的会晤，双方将在产品定制、会员运营、渠道
建设、资源共享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以寻求未
来更大的突破。苏宁易购作为中国领先的020智
慧零售运营商，坐拥 6.5亿生态会员。通过对会
员的大数据分析和用户画像，苏宁将帮助伽蓝
集团更好的读懂消费者，找准消费者的需求。

京东：新国货618强势崛起

今年618，京东平台增长迅猛。根据京东首
张618战报。仅6月1日凌晨，京东平台共销售出
超过1700万件商品，同比增长83%。其中，京东
家电仅用3分47秒成交额就突破8亿元，电脑数
码5分钟卖出PC超过5万台。

按下单量统计，手机、空调、平板电视分别
占据品类排行榜前三的位置；按照下单金额，
北京、上海、广州成为购买力最强的城市。按搜
索量，荣耀20、华为P30、realme X成为最受关注
明星单品前三。京东618开启后1个小时内，
OPPO、vivo成交额超去年同期6倍。从上述名
单可发现，国货品牌成为消费者青睐的主力。

根据《2019“新国货”消费趋势报告》显示，
2017年京东全站TOP100搜索词中与中国品牌
相关的，搜索量占比达10.2%。2018年TOP100
搜索词中有31个搜索词与中国品牌相关，搜索
量占比达30.1%，其中17个关键词与中国品牌
相关，搜索量占比达18.5%。华为、小米和vivo成
为搜索量较高的中国品牌代表。

报告显示，随着18-25岁的年轻人群体的
购买力逐渐被释放，开始展现出巨大的消费潜
力，成为消费新增长点的主力人群。报告显示，
2018年小镇青年中国品牌的下单金额同比增
幅达到79%，下单量同比增幅达到67%；2018年
都市青年中国品牌的下单金额同比增幅达到
63%，下单量同比增幅达到54%。从中国品牌消
费的对比来看，小镇青年在下单金额的增幅要
高于其下单商品数量及下单用户数的增幅，说
明小镇青年在2018年消费了更多更高价值的
中国品牌商品，更加注重品牌品质。

“新国货”的核心就在于一个“新”字，可以体
现为五个关键词：新结构、新观念、新地域、新动
力和新人群。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
顾洁认为，中国品牌的下一步发展还需要通过高
品质、高价值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如果有更多
的高品质和高价值的国品，消费者的新观念也会
不断被建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拓圈，成为2019年
618电商平台竞争的关
键词，巨头们有的要下
沉到四五六线城市，有
的则要把优势明显的
四五六线市场战线延
伸向一、二级市场……
在这场不见硝烟的618
大战场中，竞争的天平
不约而同向“新国货”的
砝码倾斜。

新结构/新观念/新地域/新动力/新人群
今年618 圈粉就凭“新国货”
“新国货”
推动消费、供给双升级

“到海外血拼”、“去日本买马桶
盖”、“在国外扫购奶粉”……曾经一度
是朋友圈的热门话题。而今，国货正逐
渐取代“洋品牌”重新霸屏主妇和年轻
人的朋友圈，更成今年618的主角。

日前，中经社经济智库、中传-
京东大数据联合实验室联合发布了

《“新国货”消费趋势报告》，报告显
示：中国品牌在下单金额、下单商品
销量的同比增幅均高于国际品牌，且
在下单金额的同比增幅上，2018年中
国品牌商品的优势更加明显，说明随
着大众消费结构的升级与变革。

京东大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品
牌商品的下单金额同比增幅高出国
际品牌3%，2018年中国品牌商品的下
单金额同比增幅高出国际品牌14%；
2017年中国品牌商品的下单商品销
量同比增幅高出国际品牌7%，2018年
中国品牌商品的下单商品销量同比
增幅高出国际品牌8%。当下，消费者
对品牌品质的关注度正在提升，相对
于单纯关注商品价格，有更多的消费
者会选择有品牌力、有品质感、有规
模效应的中国品牌商品。社科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
李勇坚表示，在电商生活化的大背景
下，安全、品质、技术、标准、文化，是
消费者对“新国货”的要求。

据《2019“新国货”消费趋势报告》

京东上线“上手无忧”
成都客服面向全国服务

所谓“上手无忧”服务，是京东为
在Apple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购买
iPhone的顾客提供的支持服务，是集
网络语音、视频演示等多媒体工具为
一体，通过创新的交互方式，直观、简
单、高效地与顾客进行30分钟的一对
一私人设置服务，通过个性化服务、
互动式教学、可视化沟通，帮助顾客
进行新手机的个性化设置，与顾客一
起探索新手机的功能与使用技巧，让
顾客真正实现“一入手，就上手”。作

为苹果授权的服务项目，目前该服务
已经向全国顾客开放，在极大地提升
了线上顾客的购机体验的同时，也给
没有在苹果专卖实体店体验的消费
者提供便捷的一对一服务。

作为Apple长期合作伙伴和新品
首发平台之一，京东是全球首家对
iPhone用户提供该专享服务的电商平
台。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客服团队
的专业性，该团队的客服人员均是从
京东数千名客服中选拔而出，可以说
是“金字塔顶端”的客服人员。此外，为
了保证服务顾问的专业性，从业的员
工不仅对司龄与工作绩效有严格的考
核，还需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培训，并通
过专业认证后才能够录取。并且，在录
取通过后的每月还需定期参加考核评
选，从而保证高标准的专业服务。专业
又严格的要求，让“上手无忧”团队的
每一位客服都堪称是Apple“大神”，得
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京东万人专业客服团队
提供优质咨询服务

6月3日-10日，京东客服中心陆
续召开了誓师大会，万名京东客服工
作人员已做好准备，力争用良好的服
务助力京东618全球年中购物节，为
用户营造出最放心、安心、省心的购
物环境。据介绍，今年的京东618，京
东客服中心预计用户咨询量将再创
新高。为了保证用户体验，京东客服
中心加大了人员投入，逾万名京东客
服工作人员将全情投入，确保每一位
用户的咨询都能得到及时反馈。

同时，为了能给用户提供专业的

解决方案，京东客服中心也做足培训
工作，在内部打造了专业的实验中
心，定期邀请内外部专家讲师对客服
人员进行授课指导，全面提升客服人
员的专业能力。培训后还有能力考核
测试，考试通过的客服学员将获得厂
家颁发的专业证书，实现持证上岗，
为消费者提供专业服务。

京东智能服务也在“全线出击”，
以技术加持服务。京东语音智能服务
团队不断顺应市场发展，创新研发更
便捷、高效的智能服务系统，保障消
费者和商家的体验。京东智能客服体
系不断实现迭代优化，目前已经上线
的包括智能机器人JIMI 2.0、智能语
音导航、智能语音机器人、商家智能
客服小智等，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优势，不断提高问题场景的覆
盖度，及时响应各类用户及商家的咨
询问题，大大提升人机交互能力，确
保7x24小时全年不停转工作。

除此之外，今年618期间京东语
音智能服务团队对网络电话进行了
试点升级。从最初单一的客服电话预
约回电功，研发出全新的多媒体网络
电话功能。升级后的网络电话，运用
多重技术手段，解决了以往在电话沟
通过程中用户无法边通话边发图片、
短视频的痛点问题。今年的京东618
期间，京东对深受用户喜爱的“放心
购”服务进行了升级，让消费者购物
更放心。“放心购”所包含的服务，已
从此前推出的10余项，拓展至30余
项。针对用户的使用需求，更多个性
化的服务不断推陈出新，保障消费者
不同使用场景的服务体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手机618 苹果首次参战搅局

今年618引人注目的是，苹果首次参加天猫618，此
前苹果仅参加过双11天猫的活动。

国际市场研究公司IDC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智
能手机市场第一次出现全年下滑。2019年第一季度，全
球智能手机销量同比下跌了6.6%，相对于上一季度来说
跌幅有扩大之势。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都充满挑战。由于
销量下滑，苹果此前曾首次宣布在中国市场官方降价刺
激销售。但是国产手机的发力对其形成较大压力，比如
千元手机出现升降摄像头，2000元价位的国产手机就配
备骁龙855处理器。

6月11日，京东618“手机狂欢日”闪亮登场。各大手
机品牌纷纷使出“杀手锏”，荣耀、Apple、小米、华为四大
手机品牌依旧在销量销额前排位置缠斗不休。OPPO、
vivo一路畅销始终占据着有利席位。荣耀在狂欢日期间
爆发，拿下当日品牌销量冠军。时下热门新机Redmi
K20 Pro、华为P30 Pro、一加7 Pro、OPPO K3也纷纷在
前十之列。

苹果此前仅参加过天猫的双11活动，今年首次宣布
参加天猫618，此次直接放出的优惠券，800元到200元不

等，具体根据产品的价格不同也不同。两款新的iPad上市
不久，在618官方首次给出优惠。

截至6月16日19时许，从京东、苏宁手排销售排行榜
可以发现，华为、荣耀、小米、苹果等传统强势品牌一直
在榜首位置贴身肉搏。比较抢眼的是，荣耀、小米、华为、
苹果分别包揽累计品牌销量前四。

一加手机在京东平台累计销售额排行榜中杀入前
五，销量位居第七。今年5月才上市的realme品牌攻势凶
猛，一举杀入京东销量榜第八位，超越了联想、魅族等老
品牌。

618 四川人最青睐华为、荣耀

根据京东、苏宁的销售平台数据显示，618开战以
来，四川地区手机行业销量靠前的品牌中，华为、荣耀强
势明显，分别进入前三。截至6月18日19时许，荣耀、小
米、华为分别京东四川地区手机销量前三。

但是在四川地区的线下市场，荣耀、华为受到来自
苹果的挑战。

来自苏宁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6日19时许，四川地
区线下销量排行第一为苹果，接下来是华为、荣耀，小米
和三星分列第四、第五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如火如荼的618战幕自月初拉开以来，手机品牌在京东、天猫、苏宁等主流电商平台贴身肉搏。每年618
被称为手机行业的“中考”，是检验品牌年中实力的重要指标。截至6月16日19时许，来自京东、苏宁等平台
的数据显示，华为、荣耀、小米、苹果等传统强势品牌持续在累计销售额、销量榜单上领先，值得注意的是一
加手机表现活跃，在京东销售额榜单中杀入前五。

从四川地区来看，京东、苏宁平台数据均显示，华为、荣耀累计销量和销售额均进入该地区前三，成为
四川人最喜欢的手机品牌。

电商中独家一对一服务苹果用户
还有万名客服保障京东618

一年一度的京东618已
到后半程，消费者的购物热
情正在逐渐进入高潮。对于
不少“果粉”来说，今年的网
购狂欢节令人相当兴奋。据
了解，在618期间，凡在京东
Apple 自 营 旗 舰 店 购 买
iPhone的顾客，将免费赠送

“上手无忧”服务，让顾客足
不出户即可享受专业顾问线
上的一对一产品设置服务。
目前，京东是全球第一家也
是唯一一家对苹果iPhone品
类产品提供“上手无忧”服务
的电商平台。而该服务团队
的客服人员均在成都。在京
东史上最大的618促销来临
之际，记者来到京东三大客
服中心之一的成都客服中
心，揭秘这个全球独家的“高
大上”服务团队。

618手机“中考”成绩单出炉
四川华为、荣耀卖得最火

福派电动牙刷生产车间，一名工人正在装刷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