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东今年也推出了现金红包的
玩法，领取链接：https：//u.jd.com/
yhYw5Z。每天可领3次，使用时间为
10月30日到11月11日，非常方便而
且无门槛，领完红包分享一下还有
抽奖的机会。

今年双11，京东推出了“超级百
亿补贴，千亿优惠”活动，从11月1日
起到11月11日，每天会有一个专属
主题日，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活动期间，登录京东APP每天都会发

放限量商品及补贴优惠券，超低价
爆品还能再叠加优惠券。

在专场期还有更多互动玩法上
线，每日星店长、城城分现金、明星
大咖直播等活动让你拿明星福利拿
到手软。除了2019“京东11.11全球
好物节”品牌代言人李现、杨紫会
来之外，还有罗云熙、高圆圆、雷佳
音、关晓彤、应采儿、小S、严屹宽、
吴尊……赶紧来给爱豆打call吧。

相较于补贴，下沉市场在今年

更像是京东双11的关键，今年双11，
京东启动京东主站和站外京喜业务
的“双轮驱动”战略，从线上线下、
主站及站外多个维度攻占下沉新兴
市场。据了解，双11期间“京喜”将
提供超过亿件“1元爆款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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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海外购联合亚马逊德
国及四大国际品牌力推“德式”正
品与“中式”定制

作为亚马逊全球第二大站点和畅购
欧洲的重要窗口之一，亚马逊德国自进
驻亚马逊海外购以来深受中国消费者的
喜爱。今日，亚马逊海外购及亚马逊德国
与Dove多芬、L'Oreal欧莱雅、Finish亮碟、
NYX等品牌正式达成“正品保障”协约，
将有机结合各方资源并通过亚马逊海外
购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高品质的原装
进口正品，接下来各方也将在11.11大促
等中国特色购物节点中，基于消费者切
实需求与购买偏好推出中国市场专享的
定制折扣或福利。在本届“海外购物节”
的11.11和“黑色星期五”阶段，亚马逊海
外购将特别携手各合作品牌为中国消费
者以及Prime会员献上美妆护肤、个护清
洁、食品类热门爆款促销，其中不乏极具
价格竞争力的全网新低折扣、独家定制
新品及精选产品套装等。

逾60个海外优质大牌为中国
消费者定制专享优惠

今年11.11大促狂欢，亚马逊海外购凭
借全球供应商资源，特别甄选了逾60个跨
品类热销国际品牌，在11月10日至12日“巅
峰72小时”集中好价放送，打造低至5折惊
喜，不仅涵盖来自美国站点的Champion冠
军 、Waterpik 洁 碧 、MoveFree 维 骨 力 、
Enfagrow美赞臣、Similac 雅培、Crayola绘
儿乐等，还有欧洲原装进口的Dove多芬、
L'Oreal欧莱雅、Elizbeth Arden伊丽莎白雅
顿、Lindt瑞士莲、Ecco爱步、ISDIN怡思丁
等，更囊括日本直邮的Kose高丝、Pigeon贝
亲、Tiger虎牌、西川产业、JBL等，贴心满足
中国消费者的多元跨境消费需求。

作为“海外购物节”备受瞩目的压轴
大戏，亚马逊“真黑五”全球狂欢将于11
月13日重磅登场，届时将有更多同步亚
马逊美、英、日、德四国的钜惠惊喜悉数
亮相，加磅引爆年终跨境网购消费热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10月28日到12月31日，是亚马
逊一年一度的“海外购物节”，据
悉，今年的海外购物节横跨Prime
会员服务三周年庆、11.11、“黑色
星期五”和“网购星期一”及“中国
月”五大阶段，是有史以来历时最
长一届。

此外，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国消

费者的购物习惯和消费需求，亚
马逊海外购正式开通微信小程序
端，所有 Prime 新老会员在享受爆
款商品的定制折扣之外，还可额
外获得 VIPKID 和 喜马拉雅听书
包的福利。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购物节期
间，所有用户首次登录小程序即可

免费领取一张有效期14天的“国际
免邮券”，单笔跨境订单满200元即
可使用；此外，领取“国际免邮券”
后可分享给4位新人好友助力，助力
成功后还可获得一张额外“国际免
邮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李飞龙

今年双11，苏宁将打造1小时场
景生活圈，在1小时内解决消费者生
活所有的场景痛点。依托300个城市
社区覆盖，超10000家门店仓+前置仓
布局，苏宁将即时配送从生鲜向母
婴、生活家电、手机数码等多品类拓
展，并承诺1公里30分钟送货到家，让
消费者省时、省力、省钱、省心。

同时，苏宁还将联合厂商推出百

亿补贴计划。全场景玩法瓜分红包和
全场景万店支付立减，用户每一次点
击、打卡，每一笔购买都可获得升级红
包和奖品码。横跨合作商户、广场商户、
华住滴滴、银行支付领域，消费者只要
看到苏宁线下的玩法二维码，即可扫
码领取红包。此外，苏宁将在11月10日，
和湖南卫视共同举办首届狮晚“2019
湖南卫视苏宁易购11.11嗨爆夜”。

值得一提的是，苏宁为双11活
动还推出了“全场景贵就赔”，无论
是在社区周边的苏宁小店，还是苏
宁其他任何场景购物，在苏宁购买
全场景保价产品，消费者都可享受
就近补差、退款。

苏 宁 打造1小时生活圈 买贵就赔

亚马逊海外购携环球大牌
定制中国专享海外折扣强势助阵

“海外正品11.11”

即日起至11月12日，第
六届亚马逊“海外购物节”正
式进入11.11时间，主打“真
品质”和“真放心”。在国内年
终购物旺季，亚马逊海外购
集合亚马逊美国、英国、日本
和德国四站之力，为中国消
费者奉上近千万款超值海外
尖货，倾力缔造“海外正品
11.11”钜惠盛典。

与此同时，亚马逊海外
购及亚马逊德国与Dove多
芬、L'Oreal欧莱雅、Finish
亮碟、NYX等品牌正式达成
“正品保障”协约，将联袂为
中国消费者打造行业独树一
帜的兼具“正品品质”和“海
外定制”的跨境网购体验。为
了顺应日趋多元化和品质化
的跨境消费趋势，亚马逊海
外购也在不断扩充选品库并
挖掘更多契合国内消费者个
性化需求的国际品牌，截至
目前，商品总数和品牌总数
均已超出其上线时的6倍，
进而也带动了跨境网购消费
持续升温，基于最近一年的
销售数据，亚马逊海外购销
售额、销量和订单量均同比
实现双位数增长。

今年双11闭着眼睛也能买买买

又 到 一
年 双 11，在
这个“进去千
手观音，出去
维拉斯”的神
奇节日，单身
狗的孤独与
寂寞早就被
剁手党“买买
买”的热情所
淹没，天猫、
苏宁易购、拼
多多、京东、
唯品会等各
种头部电商
平台活动不
断，时刻刺激
着消费者的
购物欲望，触
发 着“ 剁 手
党”买买买神
经。

拿好这份剁手导航

每年双11，“城会玩”的天猫都
是最闪亮的星。今年的双11，天猫
在以往的超级红包、预售和愿望清
单等玩法外，还新增了全民开喵铺
和全民盖喵楼瓜分20亿的活动，开
喵铺、盖喵楼，全民一起“学猫叫”。
用户可以通过个人升级喵铺领红
包，也可以通过与朋友合作组成最
多5人的队伍进行盖楼大挑战赢红
包，两种方式所得红包可以在双11
当天充当现金使用。还有机会获得
清空购物车的机会。

超级红包是天猫双
11的排头兵，今年的超级
红包是从10月21日开始
到11月11日结束，在此期
间，用户只需要打开手机
淘宝，搜索“商报买买
买”，就可以领取现金红
包和购物津贴在双11买
东西使用，每天可领3次，
最高1111元。拆完每天的
3个红包以后，邀请好友
开宝箱和点击“领取并在
双11当天提醒”还将额外
获得领取红包的机会。

每天的红包领完以
后，在“双11狂欢节”首页
创建愿望清单，还有机会
赢取免单大奖，活动对象
是成功拼出锦鲤拼图，并
且在11月11日当天，愿望
清单成功下单并付款的
用户，免单的数量一共有
10个，随机抽取。

据悉，免单的金额为
双11愿望清单实付金额，
最高可减4999元，中奖名
单会在11月12日下午6点
公布，通过消费者淘宝账
号绑定的支付宝转账，相
当于免单金额的返还，转

账时间为11月30日之前，参与活动
的用户记得查看自己是否中奖，查
看方式：手机淘宝搜索“双11愿望
单”可见。

除此之外，天猫还准备了很
多的预售会场，之所以预售这么
重要是因为付定金享立减，最高
可减40%，双11的其他优惠同时可
以使用，所以预售的商品价格比
双11当天便宜。知道预售有多重
要了吧，所以看到合适的就赶紧
付定金吧！

天 猫
开喵铺、盖喵楼
全民一起“学猫叫”

京 东
每日星店长、明星直播
剁手同时还能与爱豆互动

“无套路不怕比，无定金不用
等”是拼多多今年的双11主题，对此
拼多多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陈秋解
释，“无套路不怕比，就是平台今年
不搞红包、满减之类的促销活动，让
消费者看到的即是最优价，并欢迎
与其他平台对比；而无定金不用等
则是平台不做预售、不分排期，消费
者随时都能以优惠价买到自己心仪
的产品。”

今年双11拼多多将继续与各
大品牌商联动，为平台4.83亿消费
者带来目前市场上最热门、需求

度最高的产品。期间，平台将在
“百亿补贴”的基础上持续加码，
在手机、家电、数码、美妆等领域
加大补贴力度，为近200个品牌的
20000余种产品提供无上限的消费
补贴。

此外，拼多多每天还会推出近
10个精选产品的“秒杀万人团”，囊
括苹果iPhone 11、SK-II神仙水、雅
诗兰黛小棕瓶、飞利浦HX9系高端
电动牙刷、任天堂新款Switch等眼
下的爆款产品，售价均击穿目前所
有渠道的行业底价。

拼多多 促销无套路 补贴没上限

今年唯品会11.11主打“无套路，
真便宜”，将携数千家品牌商，为消

费者免除复杂的购物过程——不用
凑满减、不用领红包、不用计算优惠
券，直接呈现商品底价。

据悉，11月1日-11月5日为品牌
日，11月6日-11月9日为预付定金
期，11月9日晚8点-11月10日晚8点
为预热期，11月10日晚8点唯品会
11.11将率先开售，“无套路，真便宜”
的优惠活动将持续至11月14日早上

9点59分。
值得注意的是，11月10日晚8点，

唯品会启动2019年11.11大促后，将
开放为期2小时的限量补贴，针对年
度热销人气单品，以及服饰、美妆、体
用、家居、母婴等“品牌特卖”11大部
类的大牌爆款王，进行价格补贴。
11.11当天，唯品会还将开启“暖冬焕
新”和“大牌奥莱”两大专场。

唯品会 不用满减领红包 直击商品底价

亚马逊 亚马逊开通微信小程序 海外购物节本土化

一人乘飞机半数会买航险
一人住酒店女性偏爱高星酒店

《报告》来自同程艺龙的数据显
示，一个人乘飞机出行会更看重出行
时间的便利性，70.98%选择早上6时至
下午5时起飞的航班，43.64%选择上午
6时至中午12时起飞的航班。一人乘飞
机对旅途安全及可靠性的重视程度更
高，54.33%会主动购买航空意外险，购
买延误险、退改险的比例也较高。

而一人住酒店人群中80.1%为男
性，女性占比不足20%。住宿花费方
面，一人住酒店国内平均每间夜的花
费为311.97元，境外为665元。一人住
酒店，女性比男性更舍得花钱，倾向
于入住档次更高的酒店。女性选择4
星、5星酒店的比例高达38.5%，而男
性仅为8.3%。《报告》认为，这可能是
女性出于安全考虑。

一个人住酒店，排名前十的目的
地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
州、深圳、西安、重庆、郑州、武汉。

“95后”最喜欢一人玩景点
博物馆是他们的最爱

玩景点是休闲旅行的重要消费

场景，也是提升旅途文艺气息的重要
方面。那么，一个人玩景点到底有哪
些特点呢？《报告》来自同程艺龙的景
点预订数据显示，一人玩景点人群的
年龄结构相对更年轻，以“95后”占比
最大达24.6%；其次是“85后”、“80后”
和“90后”，占比分别为18.3%、16%和
15.3%；“70后”和“60后”均低于10%。

热门主题方面，一人出游者相对
比较偏爱博物馆、动物园、主题乐园、
山岳/河湖、园林/公园、海洋馆等。相
应的热门景点方面，故宫博物院、成
都动物园、上海迪士尼、云冈石窟、华
山风景名胜区、西湖、上海海昌海洋
公园、拉萨大昭寺、凤凰古城、广州塔
等都是一人玩景点的热门之选。

一些“网红”景点也成为年轻消
费者一人游的新选择，到“网红”景点

“打卡”发朋友圈是他们最主要的出
游动机。

一人度假最爱自由行
两成以上“打白条”出游

随着单身群体的日益壮大，选择
一个人度假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来
自同程旅游的度假大数据显示，一个
人去度假最喜欢自由行，占比高达

77.7%，跟团游占比仅10.8%，半自助
游等其他出游方式占比11.5%。尽管
大多数一人出游者选择了自由行，但
他们并不排斥高品质的跟团游，尤其
对于定制产品较为青睐。

出游花费方面，一个人度假的平
均花费相对较高，国内游大约为
3643.71元/人，出境游大约为8626.85
元/人，相较多人出游人群的花费水
平高出了60%以上。从消费结构来
看，一人出游花费占比最大的是住宿
费，通常占50%以上，其次是交通费。

超前消费在一人游人群中相对
更为普遍，“打白条”（分期付款）出游
成为相当一部分一人出游者的选择。
来自同程旅游的数据显示，22.8%的
一人出游者选择了“打白条”出游，尤
其以“90后”和“85后”人群居多。

《报告》认为，随着单身群体的不
断壮大，一个人的旅行正在成为一个
独特的细分市场，其碎片化的需求与
当前的旅游供给体系存在一定程度
的错配，拥有大流量、大数据资源的
在线旅游平台具备解决这一矛盾的
先天优势。未来，随着一个人旅行消
费的增长，将会涌现更多创新产品和
服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庞健

同程艺龙与同程旅游联合发布一人旅行报告：

一人出游者更重品质

双11不仅仅是“剁手”的节日，还是“光棍节”。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单身人口规模已达
2.4亿。“单身经济”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消费细分市场，几乎可以和婴童市场、“银发市场”一较高下。日
前，同程艺龙与同程旅游联合发布《一人旅行报告2019》（下称《报告》），基于近一年同程艺龙的出行
大数据和同程旅游的度假大数据，分析了一人旅行的消费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