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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爸妈爱娃也在玩 买完尿不湿买游戏机
双11前夕，天猫国际和考拉共同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天猫双11预售15
天，成都人最喜欢买来自日本和美国
的进口商品，尤其集中在美妆和育儿
领域。而成都人最具特点的是，买一大
堆尿不湿之后，不忘给自己来一台日
本任天堂switch游戏机——放眼看向
全国，也只有西安和成都人民这么爱
玩儿。双11预售期间，各大城市进口销
售额排名中，成都列位第六，仅次于北
京、上海、杭州、广州和南京。

根据天猫国际和考拉的天猫双11
预售数据，成都top10进口国家依次是

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德国、法
国、意大利、英国、丹麦、泰国。成都人
喜欢的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两个领
域：美妆和育儿。

SK-II青春露护肤精华露排名第
一，紧接着是碧然德滤芯，然后是各色
尿不湿、奶粉。令人眼前一亮的是，top8
被日本任天堂游戏机占据，这一大堆
尿不湿、奶粉后面藏着的游戏机，说明
这届成都父母带娃不忘娱乐。放眼全
国，任天堂游戏机仅出现在西安和成
都的top10名单中，成都人会玩，再次声
名远播。

值得一提的是，直播网红的影响
力也波及进口商品。张大奕、薇娅推荐
等标签成为进口商品迅速蹿红、销量
暴增的推手。

11月5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第二届虹
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宣布，阿里巴巴去
年进博会订下5年进口2000亿美元
（约1.4万亿元）的目标，第一年目标
已完成123%。截至2019年10月31日，
来自78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000个海
外品牌入驻天猫国际，覆盖4300多个
产品类目。

双11前夕，天猫联动11座城市11条美
食街共同构建“理想之城”。在成都的联动
中，天猫国际将双11的狂欢氛围带到了春
熙路太古里。

据今年天猫国际双11预售成绩显示，
天猫国际预售首小时交易额同比增长
113%，1小时47分钟超过去年全天的成交。
同时，国际消费趋势出现转折点。首先是

“美不分性别”。在全球消费数据中，个护
美妆的男性消费占比增速明显，从消费品
类看，外敷与内服、美颜与健身齐头并进。
此外，主妇消费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且无
论是美妆个护、母婴，还是家居日用、数码
家电，女性的购物决策范围已经越来越

广 。最 后
便 是 花 式 养
生 ，吃 出 健 康 趋
势。近些年，人们的食
品消费越来越关注健康、
有机以及合理膳食。

此次天猫“理想之城”，将提供
连续11天不间断的线上线下互动以及
上百场全景体验活动，作为双11线下狂欢
氛围开启的标志，真正让用户融入双11的
节日狂欢中。

据悉，11月10日更大的现场抽奖大狂
欢，还将在春熙路时尚活力区——成都远
洋太古里上演。

成都剁手党们的购物车秘密已经泄
漏了，那么海外剁手党们都买了些啥？

在国外，扮成“恐龙”成了一种时
尚，连婚礼也用上了。近日，有国外网友
分享了一张婚礼照片，当新郎新娘在仪
式上郑重宣誓时，伴娘竟穿着引人注目
的恐龙服装。伴娘后来表示，新娘告诉
她可以穿自己想穿的任何衣服。

外国爸爸们就更“坏”了，故意装
扮成恐龙，等孩子放学下了校车，就突
然窜出。孩子们虽然吓得四处逃窜，但
等他们回过神来，其实是相当喜爱。

“恐龙”从哪来？有数据显示，全球
恐龙服饰、仿真恐龙主要产自中国自
贡，占比达85%。自贡是目前全球最大
的仿真恐龙制造中心，有大小专业制
作企业200多家，产品远销美国、加拿
大、英国、日本、韩国等数十个国家和
地区。今年天猫双11，阿里国际站盘点
了海外买家的前期备货清单，“恐龙”
及其衍生品销量再次提升。

作为全球最大B2B平台，阿里巴巴
链接着中国2000个制造业产业带。天猫
双11前期，海外买家提前囤下的商品，

主要来自我国13个省、3个直辖市和1个
自治区。

从爆款商品来看，天猫双11，老外
的喜好真的很特别。比如，阿里国际站
大数据显示，德国男人也会买重庆的
摩托车，非洲姑娘则钟爱长沙制造的
挖掘机。

外观类似电钻的筋膜枪，实际上
是运动员缓解肌肉酸痛的一种震动产
品，最早在NBA球队出现，如今在中国
大量生产，并广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

在中国拿来搞怪，在国外却是生
活必需品。阿里国际站数据显示，筋膜
枪产自深圳的健康医疗产业带，提前
囤 货 的 海 外 买 家 数 同 比 去 年 增 长
113%。

半夜孩子发烧，发现家里退烧药没有了，
周边药店又都已经关门，只能抱着孩子到医
院去看急诊——许多家长都有类似的经历。

双11前夕，阿里健康联合蜂鸟即配，宣
布在成都与泉源堂连锁药房合作，正式推
出7×24小时送药服务，这将化解大家的类
似烦恼。成都也成为继北京、广州、深圳、杭
州、武汉等之后，阿里健康医药新零售7×
24标准化服务新增的城市之一。

即日起，成都市民只需打开手机淘宝
或手机天猫APP，搜索“感冒”等常见症状或
药品名称的关键词，便可在线购买感冒发
烧、小儿发热、肠胃不适、小儿腹泻、过敏瘙
痒、跌打损伤、止疼止痛等急用药品，而对
隐形眼镜护理液、老年补钙、健胃消食、滋

补阿胶等不那么急的
健康类商品的加入，也丰富了市民的选择。

据悉，泉源堂联动布局成都区域的近
百家智慧药房，入驻阿里健康O2O药房，开
启24小时线上线下服务，其中早9点到晚9
点半小时内送达，晚9点到早9点一小时内
送达。为方便成都市民，新零售药店用户还
可以享受在线药师医师一对一服务，全方
位满足用户的多元化即时购药需求。

本次双11期间，阿里健康还联动全国
100多个城市、3000家O2O新零售药店，在
11月1日~11日开启健康红包满减、包邮等
优惠活动。成都主城区市民购买保健滋补
等健康商品，也能体验优惠价格和半小时
送健康上门的极致服务。

在成都红星路二段上班的张烨（化
名），天猫双11期间拿花呗囤了不少飞
猪的酒店预售产品，“全部都是花呗囤
的五星级酒店近半年房券，拿来防身用
啊，我这个酒店控完全是刚需，关键是
还能提额，现在额度都达到了1万5了。”

飞猪数据显示，截至11月5日，万
豪、希尔顿、洲际、凯悦、雅高、开元、悦
榕、香格里拉等五星级酒店通兑券累
计已订超30万件，多款商品全面售罄，
苏州太湖万豪、千岛湖喜来登等酒店
甚至是补货后又售罄。

亲子酒店占据了酒店预订榜的
半壁江山，江浙沪、海南、广东等地
的亲子酒店尤为火爆。网红亲子酒
店开元森泊木屋已经预订2.1万件，
按照旗下两间酒店约800间客房计
算，相当于整整一个月的客房量已
被双11承包。

高星酒店疯抢的背后，是周末度
假、城市周边度假渐成风潮，不少年轻
人已经把酒店当成本地生活玩乐、周
末短途游和亲子玩乐的目的地。在平
日繁忙的工作之外，周末去酒店度假

已成向往的生活方式。
不少酒店支持花呗分期，最高12

期。平日里1000多元一晚的万豪，分
12 期 后 ，每 天 仅 需 1 块 钱 就 可 以 入
住。付款后如未预约还可申请退款，
这着实给了“宝呗青年”大胆囤房券
的理由。

飞猪还邀请专业旅行达人和KOC
当起了“旅游课代表”，由他们根据人
群和区域特点，直接挑出最值得买的
酒店。消费者参照下单即可，不怕挑花
眼，囤房更简单。

今年，两个购物平台重金打造了两台双
11晚会，分别是“猫晚”和“狮晚”，大半个娱
乐圈的明星都来了，11月10日晚上这是要来
回换台的节奏。

2019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启动发布会
上宣布：易烊千玺、华晨宇、李荣浩、阿云嘎、
郑云龙、郎朗吉娜夫妇、戚薇李承铉夫妇、罗
志祥、张艺兴等明星加盟“猫晚”。泰勒·斯威
夫特毫无疑问是最大牌，“霉霉”的到来也令

“猫晚”更有国际范儿，霉霉当晚的造型和演
唱曲目都很令人期待。

作为一台“新晚会”，猫晚本身也构成了
“新消费”的重要场景。据介绍，这种多元消
费形态既包含实体消费，也包含情绪消费和
会员消费。

据悉，晚会观众在观看和互动中，可以
领用和消耗天猫双11权益，产生“实体消
费”。把观众变成用户，又把用户变成天猫双
11的消费者，创造内需新动力。

目前猫晚已进入紧锣密鼓的彩排阶段。
2019猫晚由优酷、浙江卫视联手打造，将于11
月10日19：30登陆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
心，同时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优酷直播。猫

晚不仅通过优酷APP直播覆盖全球用户，还
输出到全球近30个平台，覆盖106个国家和地
区。有海外艺人参与的节目将超过四成。

同时，2019猫晚还将首次增加公益环
节。届时，李荣浩、阿云嘎、郑云龙、郎朗、戚
薇、罗志祥等21组明星将亮相脱贫攻坚直播
时段，为21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特产带货，
搭建公益脱贫新场景。

而双11前，苏宁易购连放大招，连续公
布了三组“11.11嗨爆夜”（简称“狮晚”）的重
量级嘉宾，至此，“狮晚”的嘉宾阵容全部曝
光，可以说相当强大。

从阵容来看，才在演唱会上告别角色的
肖战和王一博确认现身，陈情女孩集体“泪
崩”时刻已然预定。赵薇、黄晓明、周冬雨领
衔的《中餐厅》嘉宾则有望同台。

除此之外，“狮晚”明星阵容既包括周笔
畅、张靓颖、尚雯婕等实力唱将，也有郑爽、
汪苏泷、魏大勋、许魏洲等全民偶像。主持阵
容上，湖南卫视两大王牌天团“快乐家族”、

“天天兄弟”将在“狮晚”大秀口才。据公开资
料，长在大家笑点上的沈腾将担任“狮晚”的
福利官，为主持群增加幽默调料。

走出家门过节
周末去春熙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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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圈半壁江山都来了！
“猫晚”“狮晚”你看哪一台？ 外国“剁手党”都买了啥？

四川自贡“恐龙”成了全球爆品

即时配送
成都人也能享受7×24小时急送药

新鲜事

新服务

今年双11快递行业也开玩新花样，
如百世集团联合四川传媒学院举办的

“全力苏出”荧光夜跑公益捐水活动。
据预测，今年双11高峰期将从11

月11日持续至18日。高峰期，全行业处
理的快件业务量将达到28亿件，再创
历史新高，这也成了快递小哥们在双
11最甜蜜的负担。

为关爱这些双11最辛苦的人，11
月1日～17日，百世集团携手娃哈哈集
团发起公益行动，面向全社会快递员
及户外工作者免费赠饮百万瓶苏打水
和藜麦牛奶粥，凭工牌或工服到百世
设置的爱心取水点即可领取。

11月6日晚7点，四川传媒学院的操
场上聚集了数百名师生，他们手舞荧光
棒、穿上夜跑荧光衣，通过荧光跑活动，
自发组成了为快递小哥加油的公益队
伍。全校师生通过关注“微信运动”，绑定
微信小程序“百世运动”，进行捐水，每

1111步兑换一瓶水，每日不设捐水上限。
参与荧光夜跑的同学表示，跑步

本来就是一项不错的锻炼方式，结合
本次公益活动，步数兑换成水捐给快
递员，让跑步变得更有意义。加上自己
双11准备好好采购一番，多跑几步，多
捐一瓶水，就当是为快递员们解乏了。

双11期间，由百世快递、快运站点
及wowo便利店、百世邻里便利店组成
的6000多个爱心取水点，覆盖全国41
个城市。

每年的双11是对快递物流业的一
次“大考”，更是对快递末端服务的一
次检验。负责组织本次活动的工作人
员表示，快递员忙起来，有时候连口水
也喝不上，百世希望以此活动为契机，
号召大家对快递员多一分包容、多一
分体谅，为奔走的每一位快递员和户
外劳动者助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胡沛 郭晶晶

快递行业迎大考！
成都大学生跑步捐水助力快递小哥

图据天猫国际

天猫国际将双11的狂欢氛围带到了春熙路太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