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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8年淘宝天猫“双11”成交额突破2135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今年是“双11”走过的第10个年头，自
从“双11”购物节概念被创造，全国的消费力在一夜
之间被激活放大。但随着越来越复杂的玩法，“双11”
离优惠似乎越来越远，消费者开始显露出疲态。

“我正在PK人气赢能量，快来给我点赞”，今年淘
宝“双11”的战队拉赞PK活动，在各种社交平台刷屏，
刺激消费者发动亲友给自己点赞。除此之外，预售、满
减、准点抢券、瓜分红包……淘宝几乎每天都会用一
种新方式引导消费者参与互动、做任务，要想熟练掌
握这些玩法规则，不用心研究几个小时，还真不会用。

“双11”玩法的复杂化，带给用户的是愈发无法接
受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不少人发现，在耗费大量精力做
完任务后，换来的优惠不过几块钱。奥纬咨询关于今年
“双11”的调查显示，有30%的受访者表示将减少消费。
在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表达不参与“双11”的意愿。

越来越高的交易数额背后， 是消费者越来越差
的购物体验。

实际上在2012年达到468.5%的爆发式增长之
后，淘宝“双11”交易额的增长率一路下滑，2015年为
59.7%，去年则是39.35%。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几年中国的消费水平将会
持续增长，价格不再是主要驱动因素，质量和服务才
是驱动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动力。 如何改善消费者的
购物体验，应该是每个商家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想要
留住消费者，不妨少些套路，多些真诚，与其琢磨花
哨的营销套路， 不如多花些心思在产品质量和服务
水准上，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别让套路破坏购物体验
谢卓芳

“双11”当天全国处理
4.16亿快件
同比增长25.68%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
据显示，11日主要电商企业全天共产生快递物流订
单13.52亿件，同比增长25.12%；全天各邮政、快递企
业共处理快件4.16亿件，同比增长25.68%，再创历史
新高。

今年，主要电商平台促销力度不减，加之微商拼
团模式平台成为电商集中促销的新生力量， 促进了
旺季快递业务需求增长。

天下微评� � � �2135亿元， 2018年 “双11” 不断滚动的单日成交额就此锁定。2009年11
月11日，淘宝商城以“光棍节”促销名义首创“双11”购物节，十年来，“双11”早已
超出一场普通的全民购物狂欢，它所代表和折射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社会消费升
级的巨大改变和生动缩影。

交易额持续攀升

2009年是淘宝首届“双11”，当时网购
还未蔚然成风，但是一天之内创造了5000
万元的销售额；2012年是“双11” 的爆发
点，淘宝和天猫的销售额达到了191亿元；
2015年阿里巴巴集团“双11”销售额增至
912亿元；2017年“双11”天猫交易额1682
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从2009年至2017年，“双11”交易额持
续爬高的背后， 是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节节攀升。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3.64万元，比2009年翻了
一番。

2018年天猫“双11”销售额首度超过
2000亿元大关，包括京东、苏宁等在内的
全行业电商平台“双11”大促销售额超过
3000亿元。

奥纬咨询一项调查显示， 消费者的整
体信心仍然强劲。与一年前相比，51%的中
国消费者预计将在2018年“双11”购物节
增加自己的购物支出。

每年“双11”交易额增长的背后，是整
个社会商业、支付、物流与服务的极限值不
断抬升。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表
示，“双11” 已成为全球商业力量的大巡
礼，好比“商业领域的奥林匹克”。

从关注价格到追求品质

十年间，消费者的生活已全面电商化，
购买商品越来越趋向于高端化、品质化。京
东2017年“双11”期间，母婴类、服装类商
品下单金额分别比2008年增长了5.5万倍、

1.2万倍。对品质要求较高的美
妆个护、食品酒类、生鲜类商
品下单金额比2016年增长均
超过80%，母婴类商品同比增
长近70%。

从“淘便宜”到买品质，从
冲动囤货到理性购买，消费者
的理念在这十年也发生了巨
大转变。 京东大数据显示，
2015年以前，用户囤货行为较
为明显，主要是日用品和消耗
品；2016年起， 用户在大促期
间的客单价有所提升，囤货行
为也在继续，但消费者在花钱
上越来越不将就，折扣低价已
经不是消费的最大驱动力，而
是为了需要、为了享受、为了

愉悦。
随着国民消费升级步伐的加快， 全球

购、买全球成为“双11”消费新趋势。2014
年是“双11”全球化元年，当年，217个国家
和地区参与了天猫的全球狂欢。 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成为受中国消
费者欢迎的产品输出国。

商务部今年发布的《主要消费品供需
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显示，进口商品消
费占商品消费总额比重达到三成以上的消
费者占全部调查对象比例超过20%。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司长骞
芳莉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表
示，哪里有未被满足的需求，哪里就有市
场。在进口消费和网络消费双轮驱动下，
电子商务必然成为承载消费升级的重要
平台。随着电子商务的推广普及，千千万
万消费者过上了“足不出户买全球”的美
好生活。

线上线下融合成趋势
“双11”起源于线上，多年来推动着网

络零售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近几年来，随着
新零售、智慧零售、无界零售等新潮流的兴
起，阿里、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都开始加
强线上线下联动， 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也
由线上走向线下。

从今年“双11”各家推出的活动方案
看，线上线下并举已经成为“标配”：天猫将
有全国各大城市20万家新零售门店参与；
苏宁旗下1万家线下门店参与；京东也将携
手60万家线下门店， 融合线上线下资源

“备战”。
“双线融合的场景互联将会是未来发

展的关键。” 苏宁易购总裁侯恩龙表示，相
比过去单纯的线上玩法， 智慧零售能够为
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场景化的产品
和服务，实现线上线下全渠道融合。

奥纬咨询大中华区董事合伙人叶俊楠
说：“十年电商革命中，‘双11’激发其他在
线零售平台加入了这场激烈的竞争。如今，
阿里巴巴、 腾讯和京东等纷纷加大投资力
度，齐头并进地建设线下零售网络。未来，
如何充分整合利用这些渠道， 将是保持增
长的关键。”

线上线下融合的背后其实是零售科技
的深入应用。曹磊表示，零售创新延展了消
费者对“买买买”的时空概念，这是和过去
紧盯商品销售、传统零售的最大差别，也是

“双11”进入第十年最大的看点。

进口扩大改变消费结构

“这几年，我在保健、母婴等品类上的
消费更加追求品质， 电商平台以及线下门
店日益丰富的进口品牌为我提供了更多的
选择。”浙江湖州市民胡菲菲说，自己的消
费理念变化不仅影响了家人， 也代表着身
边不少同事朋友的消费新趋势。

天猫国际统计数据显示，“双11”开
场，6小时29分钟天猫国际总成交额超去
年“双11”全天，再次印证了中国市场进口
消费的爆发力。

承接首届进博会
溢出效应， 今年“双
11” 天猫国际集合了
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9000个品牌。 在不
少国外企业看来，除
了口碑和市场的扩大，消费市场
的升级是更多品类进入中国的
良机。

不少电商平台在保持原本
日韩、澳洲品牌供应链优势的基
础上， 不断挖掘欧美市场潜力，
美国知名运动零售商footlock-
er、 英国知名零售商boots等近
500家全球品牌在今年首次入驻
中国电商平台。

“‘双11’进口的走势是反映
未来我国消费结构转变很好的
风向标。未来我国将会转向出口
与进口并重，将持续为世界释放
新红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新经济研究员朱克力说。

互联网消费带动产业数字化

纵观“双11”10年发展，互联网消费改
变物流等配套行业的发展最为直接而明
显。快递物流在仓储、分拣智能化、通关便
捷化等帮助下，效率进一步得到提升。

据菜鸟网络“双11”期间公布的数据显
示， 通过与海关总署的关务系统对接，
2018天猫“双11”进口包裹清关和通关效
率大提速。“双11”开启后约9小时，进口订
单清关量突破1000万单，比2017年快了10
个半小时， 智能物流骨干网已在全国部分
跨境保税园区实现“秒级通关”。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说：
“随着电商仓储网络体系完善度的大幅提
高、通关效率的显著提升等，未来电商服务
的体验将会更加优化。”

除了在相关配套产业上推动智能化提
升， 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对上游企业生产数
字化转型也有不小的推动作用。 消费互联
网将进一步带动产业互联网发展。

朱克力表示，“双11”数据持续走高反
映了我国互联网消费仍然潜藏了巨大的爆
发力。 未来需求端和生产通过数据会形成
良性互动， 将会进一步推动消费在国民经
济中的引领作用。

（据新华社上海11月12日电）

从“淘便宜”到买品质
十年“双11”折射中国消费变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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