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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拼多多就跟挑选划算
的下午场KTV一样，优质并不
等于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
罗阿姨说，她们几个有的是时
间在拼多多上捡便宜。现在她
身边很多老年朋友都对拼多
多上买实惠的兴趣大增，“从
手机到日常用品，只要用心总
能找到满意的产品。”

根据此前艾媒咨询发布
的《2018中国老年人“网瘾”
热点监测报告》显示，老年网
民最爱拼团“剁手”，近一成
老年网民网上月花300元以
上。在“60岁及以上网民购物
类应用6月月活用户量”的统
计中，拼多多占比3.9%，成为
最受60岁以上网民欢迎的购
物APP。

罗阿姨及其老年伙伴告
诉 记 者 ，之 所 以 爱 玩 拼 多
多，不仅仅是因为有实惠的
商品和有趣的购物体验，更
重要的是能“缓解孤独”。一
方 面 是 让 自 己 打 发 掉 更 多
时 间 ，不 用 总 惦 记 着 后 辈 ；
另 一 方 面 则 是 日 常 能 通 过
拼 多 多 与 亲 朋 好 友 互 动 交
流 ，相 互 间 还 能 增 进 理 解 ，
让家庭氛围变得更活跃、更
和谐，而这才是拼多多真正
吸引她们的地方。

行业研究成果显示，拼多
多活跃用户群体中，有大量

“电商新增群体”，其中一些是
50后、60后以前不大上网的人。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衍生出各
种社交和支付工具，使他们能
随时上网社交和购物。此外，
大量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

的新用户，接触到拼多多后才
首次电商购物，获得比县镇超
市与农村集市丰富得多的品
类与选择。

今年8月拼多多发布的
2019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拼
多多移动客户端月活用户达
3.66亿，较同期的1.95亿增长
88%，较一季度的2.897亿净增
7630万，单季净增规模创历史
新高。并且，年活跃买家数达
4.832亿，同比增长1.396亿，环
比增长3990万活跃买家。经过
近4年发展，全国网购人群中
已有一半成为拼多多用户。同
时，拼多多用户粘性也在持续
攀升，中国家庭一起“拼多多”
的消费场景实现了更广泛的
普及。

对于“全家一起拼”这种
现象，有业内专家分析，这与
拼多多“多实惠、多乐趣”的新
消费理念密不可分。跟传统的
电商平台以购物功能为主不
同，拼多多在提供价格实惠商
品的同时，也有着乐趣十足的
各种小游戏，不管是兼具趣味
和公益性的“多多果园”，还是
可玩性十足的“多多爱消除”，
都具有很强的游戏和社交属
性，让大家愿意去分享，呼亲
唤友一起乐在其中。

拼多多在传统电商的红
海中开创了一个新电商、新消
费的模式，将社会关系重新聚
拢，个体实惠与社会价值兼
具，“它的价值和影响，早已超
越电商GMV本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杨程

我妈教我在拼多多玩“拼单”

“你可能不相信，我竟然需要我妈教我怎么在网上剁手！”
成都的杨女士近期想趁双十一换个手机，正对比网上价格和实体店价格之时，没想到60多岁的妈妈突然“插嘴”：“你应该

去拼多多看下。”纵横网购江湖十多年，杨女士一开始对此嗤之以鼻，但妈妈不依不饶，坚持为其推荐。抱着让老人开心的心态，
杨女士下了一单，没想到“真香”来袭。“质量没问题，价格却优惠很多，之前都是我在网上给我妈买东西，今年真是变了天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观察到，杨女士的经历并非孤例，成都老年人成为拼多多的拥趸已不在少数，且“全家一起拼”的
现象也开始成为家庭消费的普遍场景。今年双十一，兼具实惠与乐趣的新消费浪潮已成为独特的风景。

随着全年最热购物狂欢季到来，各
大电商平台折扣玩法和促销手段层出
不穷。令人意外的是，成都有这样一个
老年网购群体，他们不仅自己玩转拼
唱、拼购，还开始帮助子女拼购最新的
数码家电，成了名副其实的带货能手。

“最近准备买苹果新出的手机，因
为价格一直没下手。有一天我正在对比
网上价格和实体店价格的时候，我妈突
然插嘴说，你去拼多多看一眼，上面有
百亿补贴，很划算的。”杨女士听到这些
话后并没当一回事，因为在她心中，妈
妈虽然属于老年人中的“弄潮儿”，但也
仅限于用微信买菜，或团购下午时段的
KTV唱歌券，至于网购，一窍不通，前两
年想买个洗脚盆还是自己帮她下的单。

杨女士此前听说过拼多多，但使
用并不多，在她的印象中，上面纸巾等
家居用品便宜，但其他品类大品牌很
少。没想到妈妈直接在自己手机上点

开了拼多多APP，然后翻出杨女士想
买的那款最新iPhone型号，“没想到上
面还真有卖的，我瞄了一眼价格，比其
他地方要便宜不少。”杨女士此时仍不
太相信妈妈的推荐，又跑到闺蜜微信
群内求助，没想到一个闺蜜回答：“苹
果11 PRO MAX明天到手，补贴价券
少了1300元，拼多多‘真香’。”杨女士
有点懵，回头再请教妈妈“怎么拼”。妈
妈一面嘲笑她笨，一面手把手教她“整
点抢券拼单”，省了500元。

此时，杨女士才知道，妈妈和她的
老伙伴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网购心得，其
中一些人俨然成了“拼购”团里的专家。

杨女士的妈妈罗阿姨向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介绍：“这一段上拼多多，
首先要上‘11·11拼单狂欢节专区’看一
看，然后一定要去‘万券齐发’专区，这里
每天都有秒大额券活动，如果运气好，就
能秒到大额券。通过这些折扣，再加上拼

购的方式就能把实惠拿到手。”
罗阿姨说，按照以往经验，手机数

码畅销产品的拼单速度很快，几分钟
就能拼单成功。若是买日常生活用品，
罗阿姨则会和伙伴们一起拼购，方便
实惠还快捷。

“我这三禾牌的平底不粘锅，你猜
猜多少钱？”

“190？”
“高了，9块9专区抢来的！”
罗阿姨颇为开心地向记者展示了

她的“拼购战利品”。“说实话，9.9元包
邮你可能不信，但确实是真的，品质还
有保障。”

记者了解到，今年双十一，拼多多
在此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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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针对杨女士下单的苹果手机，拼
多多从iPhone 11首发日起，便源源不
断地提供消费补贴，至今仍保持着
iPhone 11、iPhone 11 Pro、iPhone 11
Pro Max券后起售价4799元、7399元和
8099元的全网最低价。数据显示，自去
年双十一至今年9月底，拼多多已累计
售出近200万部iPhone，平台已成为苹
果手机销量最高的电商渠道之一。

除了iPhone系列产品之外，拼多
多还把华为、小米、三星、OPPO、VI-
VO等品牌的多款热门机型纳入了补
贴范围，为每台手机提供200~500元不
等的消费补贴。活动期间所有手机均
无需定金，直接即可以底价购买。

今年双十一

老人手把手教女儿“拼”到手机

“全家一起拼”
成家庭消费普遍场景

网红张大奕喊话各平台商家：
莫盗图，盗图必追究！

淘宝网红张大奕是首批使用这
项服务的卖家，11月7日，她在微博上
晒 出 截 图 ，喊 话 各 平 台“ 盗 图 商
家”——本店图片已经上了区块链，
其他商家盗图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张
大奕第一时间在“鹊凿”上传自己的
原创图片，就被区块链盖上了“原创”
的戳，有效地防止其他平台商家盗
用、侵权。一旦发生纠纷，相关的证据
可以直接被司法采纳。

张大奕是深受原创图片被盗困
扰的商家之一。天猫双11近10万全品
类商家的调查问卷显示，57%的商家
经常被跨平台盗图，18%的商家表示

“上新必被盗”。而盗图的商户74.12%
来自微商等平台。遭遇盗图后，仅有

13%的商家私下警告后，对方能够撤
图，而77%的商家由于举证难等问题
难以维权。

原创图“上链”
降低盗图维权成本

今年天猫双11期间，为了更好地
保障商家权益，给买卖双方都带来新
的消费体验，支付宝将区块链技术用
在了商户原创图片存证场景。依托全
国首条司法链，商家第一时间上传自
己的原创图片，版权信息1秒即可登
记在链，成为商家原创设计、图片版
权的可信证据。

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叶剑媚告
诉记者，根据以往经验，电商盗图维
权最难的地方就是举证，电子证据采
用的概率比较小。“很多时候，你没法

证明自己的图是最早创作并上传网
络的，也没法证明你没有P过图。”叶
律师说，当商家的图片存证到区块链
平台上，法院、公证处、国家授时中心
等司法行业相关单位都成为了链上
的“节点”，存证和取证的公信力和有
效性都会得到提升。“维权成本低了，
侵权成本高了，对盗图行为也会有一
定的威慑作用。”

据支付宝区块链专家承畴介绍，
区块链技术拥有开放性、透明性、不
可篡改性等特点，适用于知识产权保
护领域的多种场景。

据了解，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
内，支付宝的区块链技术已经落地超
过40个应用场景，例如商品溯源、公
益溯源、跨境汇款、供应链金融和电
子票据等等，与多个行业融合，解决
信任难题。

区块链技术一键解决
双11商家“被盗图”纠纷

网友：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果然不是“豁我的哦”

看了卖家秀以为是李逵，买回来却
发现是李鬼——原创卖家秀图片被盗
导致的消费者难题，在天猫双11有望得
到解决。

记者从阿里巴巴了解到，作为阿里
原创保护计划行动之一，支付宝的区块链
技术首次应用在淘宝商家服务平台上，上
线了商家可信数字存取证工具——鹊凿。
该工具为商家提供电子数据存证、侵权取
证和电子数据证据核验的一站式线上自
助服务。使用这项服务的淘宝店主，如果
发现自己的原创图片被盗，在产生纠纷之
后可以一键要求对方删图。

昨日张大奕微博发布后，有网友
评论，马云那句话“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真是没有白喊。

据了解，今年天猫双11期间，阿
里巴巴推出了不少帮助小商家提升
经营能力的“大杀器”。除了让人印象
深刻的区块链防盗图功能外，“花呗”

也已经成为线上线下小商家招揽生
意的金字招牌。

据媒体报道，支付宝的服务商
（ISV）平均数据显示，双11期间要求
开通支付宝的商家，比日常增加了8
成，问及原因，都说是因为消费者对
花呗支付有需求。商家开通花呗以

后，交易额平均可以提高38%，交易
用户则可以增加32%。特别是在金融
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三线以下
城市和小县城。受消费者欢迎的新
金融方式，正在成为当下商家的新
生意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沛 庞健

网友赞马云：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果然不是“豁我的哦”

苏宁易购集团西南地区总部执行副总
裁兼成都地区管理中心总经理杨万波说，
四川苏宁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下面的数
据可以说明一些成绩：四川苏宁现拥有自
建物流基地4个，占地总面积2000余亩。在运
营的苏宁广场一座（高新南区：城市奥特莱
斯苏宁广场），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总投资
约10亿；在建苏宁易购广场一座（新都区：新
都钟楼地铁上盖苏宁易购广场），建筑面积
12.7万平方米，总投资近10亿；购置苏宁广
场一座（新都区：绿地大丰地铁上盖商业综
合体），建筑面积15.7万平方米，斥资10多。
此外，从苏宁易购门店、苏宁小店、苏鲜生、
苏宁影院等更是分布在城市的各个区域，为
大家带去更多的服务业态。

不仅仅是服务业态的丰富，苏宁今年
双11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那些生活在社区，却往往没有足够关注度
的老年人。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当大众都在屏幕
前疯狂买买买的时候，老年人也变得越来
越新潮。其实，除了购买力并不输于年轻
人之外，老年人们的生活往往丰富多彩，
隐藏着不少不为人知的“宝藏”。

今年双11，凭借家乐福+苏宁小店服
务社区及周边居民的优势，苏宁提出“连
接社区间的温暖和美好”，呼吁社区里的
年轻人主动关注老年人，并在全国征集

“宝藏爷爷”——他们可以是多才多艺、身
怀绝技，也可以是拥有灿烂的笑容、拥有
奇特的人生经历，或者拥有一颗积极生活
的心。

事实上，老年人的生活总是容易被我
们忽视，正如苏宁所说，我们需要“发动全
民力量，来实现温暖与关爱的服务主张。”

除了关注“宝藏爷爷”之外，近年来，
苏宁也频频发力下沉市场，在“双十一全
民嘉年华”发布会上，苏宁发布的“一小时
场景生活圈”，更是将自己供应链的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下子就抓住了舆论的
眼球。

而此次发布会，“场景的双十一”的提
出，也宣告着苏宁已完成了全场景的零售
布局。聚焦差异群体、下沉市场，在未来的
零售场景中，必将有属于苏宁的舞台。“预
计未来十年，四川苏宁智慧零售模式全面
发力，营收冲千亿，将位列四川民企前
茅！”杨万波如是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郭晶晶

西南苏宁杨万波：
未来十年，

四川苏宁智慧零售模式全面发力

2002年12月苏宁落户成都，经过17年的
发展壮大，截至2019年，连锁网络已覆盖成都
及全川地州市场，并直管西藏区域，目前已拓
展拉萨、林芝等地市场。西南确立以成都为地
区管理中心，统筹川、渝、云、贵、藏五大区，辐
射西南地区的电器、母婴、超市、百货等全品类
零售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