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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激战正酣，各大
电商平台频频刷新销售纪录， 湖南本土企
业也交出亮眼成绩单： 御家汇不到半小时
实现1亿元“小目标”，友阿海外购保税仓发
货最快31分钟送达，步步高线上线下销量
同步增长……

销量 火 ：美 妆 电 商 不 到
半小时销售额突破1亿元

11月11日零时， 大流量瞬间涌入，本
土跨境电商平台友阿海外购服务器压力
陡增。

“第1小时订单量同比增长159%，3小
时13分即超越去年全天成交额，再次刷新
纪录。 ”友阿海外购CEO许勇波介绍。截至
11月11日14时， 已超过去年全天2倍销售
额。 至16时，友阿海外购客户端访问人数
超1000万，访客量同比去年增长210%。

有着“中国IPO电商第一股”之称的美
妆电商御家汇交上了这样一份成绩单：11
月11日零时29分，御家汇旗下淘系店铺累
计交易额突破1亿元。 11日前1小时，面膜
贴销售超1000万片；前2小时，御家汇旗下
运营店铺“城野医生”，单品377美白精华
卖出10万支。此外，截至11月10日22时，御
家汇旗下所有淘系店铺“双十一”预售超
过1.25亿元。

40多家安化黑茶企业组成的安化黑
茶天猫店，11日零时开始，5分钟销售额就
突破100万元。 安化黑茶电商负责人吴小
琴介绍， 从安化黑茶旗舰店购买客户看，
有30%以上的客户选择了整件囤茶， 将用
于年底作为健康礼品送礼。 应该说，安化
黑茶礼品市场还有更大的开发空间。 今年
安化黑茶“双十一”当天的目标是3000万
元，预计可以超额完成。

从11日零时开始，卓牧羊奶平均每分
钟卖出270组纯羊奶。 截至11日12时，这家
连续3年拿下天猫“双十一”液态羊奶第一
名的湖南电商，半天时间销售额已经超过
去年“双十一”全天销售额的80%。

湖南俏小楚科技有限公司今年“错

峰”行动，将“双十一”提前了10天，从11月
1日至11月11日上午10时， 俏小楚科技旗
下所有平台店铺累计销售额突破1200万
元，接近去年全年营业额，其中，店铺爆款
产品“农家外婆菜”10天卖出超60万瓶。

“至20时，我们‘双十一’销售额已经
突破1000万元。 ”社区团购电商搜农坊此
次“双十一”推出的望城甘蔗、石门蜜橘、桃
源红薯大受欢迎，销售额远超预计。

配送快 : 跨境电商保税仓
发货最快实现31分钟送达

在消费升级的时代， 用户对仓储物流
的体验，也有更严苛的要求。“双十一”也在
考验着商家的配送能力。

在御家汇仓配物流承接方“拙燕仓”现
场，AGV机器人在有条不紊地分拣作业。

“高峰期间24小时处理能力可达100
万单，平均每小时发出近5万个包裹，出错
率在万分之二以内。”拙燕仓负责人周向平
介绍。 据了解， 拙燕仓在全国目前共设有
14个仓配中心， 分别位于华中、 华南、华
东、华北、西南五个大区，仓库布局主要是
为了使货物更接近消费者， 商品更容易到
达顾客手上。 而订单从顾客下单到顾客手
上，一线城市在24小时内送达率可达70%，
48小时内送达率可达95%。 截至11日上午
10时，拙燕仓已经发出16万个包裹。

11月11日上午11时，友阿海外购在直
播间发起挑战“最快1小时达”，CEO许勇
波化身“快递小哥”，为用户送快递，从下
单、打包、出货到送达顾客手中，仅仅用时
31分35秒。 这也是今年“双十一”友阿海外
购黄花保税仓送达的第一单。

为了确保发货和物流速度， 友阿海外
购今年将位于长沙黄花综保区的保税仓作
为重要阵地，提前采购了美妆、母婴、家居、
保健、轻奢、服饰鞋包等多个品类商品。 从
黄花保税仓发出的商品配送时间缩短了一
半以上，同城最快可以实现“1小时达”、省
内主要城市实现“隔日达”。

友阿微店线上商城开辟的“精选次日
达”专区，也于“双十一”期间上线，配送由
友阿物流承担， 真正做到了当日下单次日

送达。
“为入驻孵化中心的电商企业提供仓

储物流服务， 特别是大促的物流和仓储服
务，是茶仓最基本的职能。 ”安化黑茶离岸
孵化中心一号茶仓负责人邓宗光介绍，本
次“双十一”，一号茶仓通宵将预打包好的
包裹连夜发出，截至“双十一”上午10时，
一号茶仓已经发了1.5万个包裹到全国各
地。

线下热： 实体商家销量和
客流双增长

今年“双十一”，线下实体商家推出了
力度极大的促销活动， 除了价格可以和网
店一较高下外， 服务和体验更是实体店的
优势所在。

“双十一”当天正值工作日，但依然阻
挡不了消费者“买买买”的热情，长沙步步
高超市梅溪店、 南国店出现了排队抢购的
场景。

“水产蟹、虾、草鱼供不应求，牛羊肉的
销量同比增长了50%， 蜜橘销量同比增长
187倍，还有众多休闲品牌销量翻倍增长，
有些顾客一个下午要来采购两三趟， 像洁
柔、蓝月亮等品牌日用品，顾客都是一箱箱
购买。 ”步步高超市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

“双十一”，步步高集团旗下百货、超市、家
电等全业态展开一系列促销， 以全场景玩
法带给消费者全新体验。据统计，“双十一”
期间，步步高线上线下销量同比增长25%，
梅溪新天地客流量增长超20%。

友阿微店实体店与线上商城同步加入
“双十一”大促，直营店、加盟店、企业团购
三箭齐发，直播卖货、话题种草、购物指南、
爆品短视频、 快闪朋友圈等一系列玩法为
友阿微店集聚大量人气。 11月1日至11日，
友阿微店实体店销售同比增长189%。

“今年‘双十一’，友阿微店以线上线下
融合的方式，不断挖掘新流量，利用直播等
新玩法为这个消费节日注入新的强心剂。”
友阿微店创始人胡硕介绍， 友阿微店实体
店“双十一” 企业团购业务出现爆发式增
长， 与友阿微店合作的企业团购单位突破
100家。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刘园园）今天，记者从湖南省邮政分公司获悉，

“双十一”期间(即日起至一周后），预计湖南邮
政日均处理邮件量将达到420万件、峰值500万
件，是2018年的1.62倍。

面对新一轮的“大考”， 湖南邮政紧密部
署， 制定邮件发运、 投递应急预案， 启动旺季
服务保障机制， 确保平稳、 安全运行。 今年，
湖南邮政通过新增邮件处理场地建设、 改造流
水化工艺、 组开148条省际邮路、配强投递前端
智能设备、信息系统升级等方式，从“收、分、运、
投”全环节、全要素进行革新改造，为提升运输

效率、缩短时限提供有力保障；大力推行“混合
收寄+集包封发” 模式， 通过收寄前端路向分
类，通过“够量直发”业务流程，减少处理中心分
拣发运环节，确保旺季生产不发生邮件积压、延
误等问题。

作为行业“国家队”，湖南邮政加快推进邮
政快递绿色、 智能发展， 大力倡导绿色“双十
一”。 为节约和环保，湖南邮政已在全省全面引
用快递轻装箱，原材料由原来5层双瓦楞纸优化
为3层单瓦楞纸， 较同等体积的原标纸箱减重
20%。 预计仅“双十一”期间，就可减少使用近
7.5吨纸张，减少使用25万个传统塑料袋。

� � � �湖南日报11月11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陈晖莉）适逢山河智能成立20周年，该公司旗
下合资企业中铁山河研发的首批洞内互换式
双模盾构机11月8日成功下线， 其技术水准位
于行业领先， 能够在两种掘进模式间快速切
换，既能挖软土地层又能挖超硬岩地层。

据了解， 首批2台洞内互换式双模盾构机由
中铁山河为深圳地铁量身打造，将用于深圳地铁
13号线留仙洞站到白芒站区间的施工。 它们整机
长度96米、总重约650吨、开挖直径达6.98米。

一般而言，传统盾构机靠更换刀盘来更换
掘进模式，耗时耗力，洞内互换式双模盾构机

能够在不更换刀盘的情况下，实现掘进模式的
快速互换，极大提高了盾构机的施工效率。 深
圳地铁13号线留仙洞站到白芒站区间的地质
情况，是既有软土又有硬岩层，中铁山河研发
团队联合攻关， 设计出洞内互换式双模盾构
机，让两种不同地层结构的施工需求，在一台
盾构机上得到满足。

目前，由中铁山河自主研制生产的盾构机
类型，涵盖了土压平衡盾构、泥水盾构、硬岩盾
构、硬岩掘进机、顶管机等系列大型高端产品，
广泛应用于地铁、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地下空
间等工程的施工。

经济视野

线上火、线下热、配送快，频频刷新销售纪录———

电商湘军“双十一”成绩亮眼

日均处理邮件量将达420万件
湖南邮政全面提速奋战“双十一”

中铁山河首批洞内互换式双模盾构机下线
软土地层，超硬岩地层，通通不在话下

� � � � 11月8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藕团乡三桥村，果农
在采摘富硒柑橘。 今年，该村种植的富硒柑橘实现丰产，
果农抢抓时机采摘上市。 刘杰华 龙本亮 摄影报道柑橘盈枝果农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