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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发展到第 7年，人们在思
索，互联网为什么能够撬动内需？

互联网降低了成本——信息成本、
交易成本、信用成本，对于企业来说，降
低的是创新的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
能够让他们从口袋里掏钱的，最终是企
业的创新，而不是商品的低价。

观察人士指出，仅仅依靠低价竞争是
不可能拉动全社会总体消费的，因为那只
是左口袋的钱到右口袋，从表面上看，网
上买东西比实体便宜，所以消费者更乐意
在网上买；但是深层次看，物流、支付、信
用等等各种综合体验，才是在这不到十年
时间培养出一批网购达人的原因。

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正在改变中国
商业形态，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全国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6.2％，显现出网
络消费在拉动“内需”这辆马车中发挥的
动力。而新技术、新业态，创新经济模

式，带来内需增量。
从“柔性定制”到“周期购”，电子商

务平台利用新经济、C2B开掘人们的需
求。网上旅游产品、私人定制产品的推
出和车辆、房屋等高价值商品销售，在
释放内需潜力的同时还衍生出其他外
部收益。

为了赶上中国“双11”的消费热潮，
电商巨头亚马逊将美国一贯的折扣促销

“黑色星期五”提前开启。来自全球商家
试图通过互联网直接触达中国的年轻消
费者。

“互联网＋”百人会发起人张晓峰认
为，“三驾马车”中消费占的比例越来越
大，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互联网和“互
联网＋”不仅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对每
个人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智慧化生存的
形态都产生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电商盛宴：靠的不仅是低价

阿里巴巴：去年达到百亿元用了38分钟，而今年只用了不到13分钟

“双11”，不止是网购狂欢
零点刚过1分12秒，成交额突破10亿元；去年达到百亿用了38分钟，而今年只用了不到13分钟……

这些只是“双11”这一天阿里巴巴一个电商交易平台的实时数据。“双11”不仅是网购狂欢，也不仅是零售
业的节日，商家的兴奋、消费者的激情成就了这一被外媒称作“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购物节”。狂欢之下，也
让人们从一个侧面思考“双11”这支温度计背后，中国内需潜力、创业创新和“互联网＋”的真实体温。

最近，网民又造了一个新词，三个
“买”叠在一起，读音同“穷”。

“就是因为穷，所以才要买买买啊，买
得多省得多嘛。”一位消费者在网上留言评
论道。因为穷而不买，和因为穷才买，这或
许是两代人消费理念的根本不同。事实
上，加入网购的人已不论钱多钱少了。

在水立方举办的“双11”晚会，一元
钱抢购的活动火遍中国。低价促销的套
路几千年没有变化，唯一的不同在于，加
上了互联网的二次方：不仅东西通过网
上发货，连抽奖也是观众通过手机摇一
摇实现：互联网＋促销。

距离北京1300多公里外，浙江桐庐
陇西村淘服务站，“操盘手”王明强也在
挑灯夜战。平常他帮村民代购网上商
品，今年农村淘宝首次参与“双11”，像
王明强这样的服务站，过去一年在中国
27个省份的6000多个村庄落地。

被互联网加进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实
体经济。决策缓慢的美国商业和制造
业，也禁不住中国消费者的诱惑，开始加
入他们还未完全看懂的中国网购平台。

对于中国有超过1000万家中小企
业从事电子商务，欧洲各国感到无比惊
讶。物流、支付、广告，这些都是让欧洲
中小企业对电商望而却步的理由。而在
中国，有超过2000个购物网站。

凡是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商品，都被
搬上了电商平台。相比往年紧盯价格战，
今年“双11”不少商家转向主打特色商品、
全球优选，满足转型中的消费需求。

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
付成了线上线下的连接器，餐饮业、健身
房、交通出行、金融服务甚至云计算服务
也都加入“双11”战局，争享消费盛宴。“双
11”已远不止是一天的网购狂欢，其背后
是互联网加出来的消费动力和创业创新。

“买买买”背后的“互联网＋”

国家邮政局预计，今年“双11”期间
（11月11日至16日）全行业邮件、快件
最高日处理量可能突破1.4亿件。截至
11日16时54分，菜鸟快递网络累计物
流订单量达到约3.495亿单。

包裹量不断刷新纪录，巨量包裹件
能否按时按序顺利送达？记者11日采
访发现，各快递公司正全情投入，24小
时开足“马力”。

在运力方面，航空运输成为今年运
力提升的热点。

记者了解到，“双11”前夕，顺丰新增
2架全货机，自有的全货机增至22架。
加上包机，顺丰机队总体规模达到42
架。顺丰一负责人说，“双11”期间，预计
顺丰航空自有全货机运货量可达2000
吨／天、散航腹舱带货4500吨／天。

过去以低价争抢市场的“三通一达”

也开始争抢航空件市场。今年，圆通成
为继EMS、顺丰之后第三家拥有专机的
国内快递公司。购置专机已渐成快递行
业的趋势。

与此同时，老牌航空快递企业——
中国邮政航空有限公司也在不断强化航
空运输的路线协调。申通、中通、韵达等
快递企业则将加大货机的包舱规模。

（新华社杭州11月11日电）

快递企业提高运力 24小时开足“马力”

快递业携7.6亿件包裹如何“突围”？
截至11日16时39分，

仅阿里巴巴平台，交易额已
达 700 亿元。短时间集聚
起的巨量包裹让快递业承
受了很大压力。此前，国家
邮政局预计今年“双11”期
间快件业务量将超过7.6亿
件，最高日处理量可能突破
1.4亿件。“双11”能否突围
爆仓困局？正在加快转型
升级的中国快递业，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大考”。

伴随高速成长的网购发展起来的中
国快递业，一直遭遇着“吐槽”。广州一
位潘女士告诉记者，去年“双11”秒杀的
一件衣服，到“双12”前才收到包装严重
破损的包裹。

与国际快递业相比，被称为经济“黑
马”的中国快递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
时，能力不足、水平较低、人员素质不高
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多数物流企业
信息化水平不高，比如在物流发达国家
已经普遍应用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仓储、
运输、搬运等技术装备，在我国物流企业
的普及率较低。一部分中小型物流企业
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内部信息平台，也
缺乏全行业统一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此外，快递行业的人员素质参差不
齐、流动性大，“快递职业资格证”持有率
不高。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杨骏认
为：“国家虽然不强迫所有快递从业者参
加考试，但快递企业的员工持证者应达
到一定比例。尤其每到‘双11’期间，持
证比率更会大大下降。未经培训的快递
员是行业最大的安全隐患。”

每逢“双11”及节假日促销季前，各
大快递公司就要“招兵买马”，应对包裹
的“大流量”。而临时招揽的人员大多只
培训一天，有些甚至没有培训就上岗，因
此，“丢包”“偷包”“拆件”“摔件”等事件
屡屡发生。

运力不足也是制约行业发展的一大
瓶颈。“2014年中国的快递件量已经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中国航空企业
现役的全货机总数量不足100架，而美
国仅联邦快递一家快递企业的自有货机
就超过600架。”杨骏说。

每逢“双11”
快递业为何
遭“吐槽”？

为摆脱“蜗牛”“低能”形象，快递业
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今年以来，各
大快递公司纷纷借助大数据和信息化改
造，软硬兼施打造“中国物流”升级版。

“前几年每逢‘双11’就暴露出许多
问题，主要是不知道快递量有多少，怎么
准备。现在菜鸟网络的数据预测准确率
接近了90％，给了快递企业很大支撑。”
中通快递营运副总裁倪根炎说。

记者了解到，菜鸟网络今年推出了
升级版的大数据平台“菜鸟天地”，从时
段预测跃升为每日网点包裹派送量实时
提前预报，覆盖范围涵盖中国50％以上
的快递包裹，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
上。同时，共享的中国气象局的天气信
息、多家快递公司的数据将进一步提升
全行业物流效率，降低成本。

据韵达快递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
菜鸟的预测数据，韵达将有针对性地增
加临时工4000人，货车5240辆以及航
空租赁吨位。

与此同时，各大快递公司也开始通
过硬件的信息化改造提升效率。消费者
可能会记得，以前收到包裹，快递单会被
记号笔画得五颜六色，而如今的快递单
正逐渐被带有条形码打印的“电子面单”
所取代。

倪根炎说，以前用的是寄件、取件、
派件、收件四联单，从包裹上抽取单据费
时又费力，还容易出错。改用电子面单
后，大数据会自动计算出分单路径，将包
裹分到距离消费者最近的网点。目前电
子面单全行业覆盖率已超过六成，“双
11”期间有望超过八成。

胡庆余堂天猫旗舰店负责人廖立新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双11”该店产生
了9万多件包裹，按照传统面单打印至少
需要4天才能打完，今年全部采用电子面
单只用1天就能发完货，还节省了人力。

用“电子面单”分拨包裹效果更明
显。中通公司总裁助理郑超说，以前是
有经验的老员工，看着包裹上的地址信
息，凭记忆确定包裹下一站到达哪个网
点。如今用电子面单，大数据分拨准确
率已高达96％左右。

今年“双11”恰逢“实名寄件”实施
不久，有人担心网购包裹会比往年更
慢。受访的业内人士则认为，快递实名
制在身份核实方面会增加一些程序，但
对整个快递行业效率的影响并不大，这
是一个行业逐渐规范的过程。

快递业“软硬兼施” 加速升级迎“大考”

据新华社台北11月11日电（记者
吴济海 傅双琪）大陆火爆的“双11”网购
狂欢带动起来的购物热情，近年来也延
烧至台湾。今年，台湾网民参与热情明
显高于往年。各电商纷纷推出折扣、积
分等促销措施，大抢网购狂欢商机。

台湾电商业者携手众多台湾品牌大
举进驻天猫商城，台湾知名伴手礼糖村、
新东阳、樱桃爷爷、佳德、PayEasy、药妆
店康是美等纷纷进驻天猫商城。台湾电
商PayEasy还协助台湾农民，将农产品
及加工品销往大陆市场。记者看到，淘
宝上标有“我的一亩田”的台湾益全香
米，已有250多家订单。

“来而不往非礼也”，去年双11时，台

湾买家在淘宝海外市场的成交额位列第
4。今年淘宝网站针对台湾用户推出了繁
体字版，还包含送台湾运费新台币25元
起、信用卡付款再减钱、台湾专属攻略等
惠客举措。脸谱上的“淘宝台湾粉丝团”，
至今已有16万个赞。据台湾“资策会”产
业情报研究所做的2015台湾网友参与大
陆“双11”网购节调查，今年有意参加淘
宝、天猫、京东等大陆电商平台进行网购
的台湾消费者比去年提高了10％。

台湾电商也没有放过这诱人商机。记

者在台北看到，一些电商和商场的“双11”
购物促销广告几天前就在一些捷运站推
出，一些门户网站和商场门口也打出了“双
11”购物节预告，以期吸引更多消费者。

11日当天，台湾网民最常用的Ya-
hoo奇摩网，在其“购物中心”频道推出

“1111购物节”，所有商品均有折扣，并与
十几家银行合作，提供消费返现金优惠。

电商平台乐天市场为迎战“双11”，
在11月9日至15日间，推出上万件折扣
商品，吸引了众多消费者。该网站统计，9

日活动推出当天，网页浏览量就比平日增
加近5成。东森购物也在11日当天推出
明星商品全面1.1折起，另有指定商品买
一送一、加大送积分等优惠。由于此时正
值台湾每年销售力度最大的商场周年庆，

“双11”并未在台湾成为发烧性话题。
有专家认为，台湾网购并不像大陆

那样火爆，主要原因是很多店面有固定
的节假日及店庆促销，可以满足很多消
费者的需求；同时台湾的快递人力成本
也较高。

台湾也“疯”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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