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点评·

·网友热议·

窦瑾（省经济研究院宏观部主任）：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 国内需
求特别是居民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

的主动力，走过 13 个年头的“双 11”作为全
民消费的狂欢节，不仅见证了居民消费提质
升级的历程，也成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应用的试验田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催化

剂。 但是我们也看到， 面对越来越常态化的
购物节庆、直播电商，叠加“双 11”复杂的促
销套路、 高发的消费投诉， 消费者对于 “双
11”的新鲜感和热情正在趋于消退。走到新的
发展阶段，“双 11”的意义可能不在于进一步
打破消费交易额的记录， 而是少点套路，多
点真诚，以实惠的价格、优质的服务提升消
费体验，真正成为引领价值消费、绿色消费、
个性消费的风向标，成为沟通高质量供给和
高品质需求的桥梁。

葛晓滨（安徽财贸职业学院教授）:

经过多年的发展，“双 11” 的销售模式不
断成熟，例如在物流配送方面，更加精准、高

效，甚至比平时更快送达。 而今年，消费者面
对“双 11”促销也显得更加理智冷静，不再像
过去一样摩拳擦掌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认
为，未来“双 11”的发展将会结合电子商务以
及新科技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例如应
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消费过程的可视化，提
升消费体验感，推出更加符合个性需求的定
制化产品。 安徽电子商务谋求发展， 也需从
满足多元消费需求的视角出发，通过应用新
业态、新模式，吸引消费者目光，更加精准地
触达消费者心理，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胡亚榴(合肥市消费者维权律师服务团
成员):

“双 11”是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 相关主管部门对于网络市场
主体的监管、法律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机
制在不断加强和完善。 提升网络消费环境，
除了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管、规范广告宣传
和促销经营行为、强化网络交易商品质量监
管，接下来，还应在打击网络交易侵权违法行
为上下功夫，切实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例如，

加大对网络商品经营者销售不合格商品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删
除违法商品信息。 综合运用工商职能作用，
严厉查处商标侵权、传销和非法直销等网络
交易违法行为以及网络虚假认证、刷单炒信
等典型涉网消费欺诈行为，依法打击网购七
日无理由退货、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售后修
理更换服务等方面存在的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违法行为。 强化网络消费侵权案件的查办
工作，积极推进和规范“诉转案”，努力扩大案
源并提升案件查办精准度，强化事后监管的
有效性。

第 13个年头了！ 今年“双 11”你购物了吗？
对于“双 11”电商大促，你认为还有哪些方面需
要改善？你对电商模式发展还有哪些新期待？欢
迎留言评论。

阮软：少一点价格套路，多一点真诚与责任，别
让复杂规则难坏“尾款人”！

合肥珂少:“双 11”购物需要冷静期。 有时候真的
是脑袋发热，一瞬间做了购物的决定。 等货物到
手后，但凡有一点偏差，自己就会陷入悔恨。 购
物还是需要结合自身经济实力，不要跟风。 希望
能进一步规范带货主播的行为， 让主播真正为
消费者服务，做好产品销售的第一把关人。

熊猫和小刺猬:今年买得很随缘，买得很随意。希
望卖家能回归初心，直接让利五折、八折，别再
用所谓的满减活动让顾客去东拼西凑。

薛之九脩：一年又一年，时间真快，已经很习惯每
年“双 11”来一场大采购了，今年又买了不少东西。
电商购物方便了日常生活， 也改变了大家的购物
习惯。 我家里人很喜欢刷短视频，然后购物，我希
望以后电商能出现更新奇有趣的购物模式。

2021年 11月 15日 星期一责编/彭园园 版式/孙冠贤 市场经纬 11

··聚焦““双 1111”” 看电商新发展··

模式日多 体验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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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双 11”大幕
落下，这场一年一度的
“购物狂欢节” 以亮眼
的销售数据，再次见证
中国经济的蓬勃活力

与强劲动能。
但与往年相比 ，今

年 “双 11” 有些不同。
“购物大战” 变成分段
式 ，不仅打得早 ，节奏
也放缓。 促销广告依然
见缝插针地出现，但恼
人的电话和短信少了

很多。 复杂的促销规则
让消费者认清了电商

的套路，微信群里难以
重现拉人组队玩游戏

的热潮。 豆瓣话题“不
参与双十一行动”一度
上升至热门话题第二

位。 这些都表明，走过
13 个年头的“双 11”，回
归冷静走向成熟。

“双 11”成熟的背
后，是消费不断升级的
结果。 随着经济发展和
收入提高，曾经为省钱
而熬夜抢货的年轻人，
不再对几块钱几十块

钱的 “优惠” 心动，时
间、精力成本都在考量
之中。 直播促销每天都
有 ，抖音 、拼多多轮番
带货，社区团购物美价
廉，可供选择的购买渠
道不断增多，日常需求
已被填满，囤货冲动自

然少了许多。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货的进化
从“消费升级”走向“消费分级”，人们对产品
的价值判断更加成熟，消费理念更加理性。

这是消费者的狂欢 ， 也是电商平台间
的鏖战。在这场大战中，参与各方的心态正
在发生变化 。 曾经 ，人们衡量 “双 11”是否
成功只看成交额、销售量，但现在越来越多
的人意识到，哪怕数字再好看，如果无视用
户权益和消费体验，产品服务质量跟不上，
这样的购物节算不上成功。 虽然价格依然
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消费者选择购
物平台的原因不再局限于“东西卖得便宜”
这样浅显的理由，而更加关注服务品质。营
销不是“硬销”，看触达率更重转化率，从前
端低价刺激消费变为后端服务推动消费 ，
越来越多的平台把注意力放在打造更持久

的差异化优势上。
“双 11”走向成熟，更体现在积极倡导社

会责任上。今年“双 11”，响应“双碳”目标，“买
买买”更加绿色环保。天猫首次公布绿色商品
榜单，发放总计 1亿元的绿色购物券。商家愈
发注重绿色生产， 智能装箱直接减少包材使
用。菜鸟驿站回收快递纸箱，快递公司多式联
运降低耗能。从“消费狂欢”到“减碳实验”，吹
响整个行业绿色转型变奏曲。

成熟的业态， 离不开监管的保驾护航。
“双 11”前，《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生效，相
关部门频发消费提醒， 加大专项治理力度，
广告轰炸不再肆无忌惮。 最高法相继发布反
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恶意不兼容等行为将面临更
严格的处罚，刷单、刷评、“浮夸战报”均将告
别市场。 以有效监管引导电商健康发展，这
是行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个“双 11”，淡中有味，值得细品。 随着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电商行业也
从求规模向重质量转变。 消费者的诉求很简
单，不过想方便快乐地“薅羊毛”。 多一些真
诚和责任，多一些环保和创新，多一些规范
和引导，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让消费变得更
好更可持续，这场购物盛宴就会经久不衰。

一年一度的 “双 11”电商大
促，已走到第十三个年头。 电商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购物

方式，“双 11”也逐渐成为人们习
以为常的电商促销活动。 “双 11”
是观察电商行业发展的重要窗

口，亦是消费市场蓬勃生机的重
要见证。 ———编者的话

扫
二
维
码

关
注
更
多
内
容

荨 11 月 10日， 淮北市一家快递企业的工
作人员在分拣快递包裹。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荩 11 月 12 日，在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的
米莱诺贸易有限公司， 员工在打包 “双
11”出口包裹，这些包裹将运往俄罗斯、乌
克兰等国家。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双 11”新变化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11 月 12 日凌晨，京东、天猫公布“双 11”
战报。 京东“双 11”累计下单金额超 3491 亿
元；天猫“双 11”最终交易额达 5403 亿元，同
比增长 8.45%。

“双 11”电商大促走到第 13 个年头。 如
今已不再是一天的活动 ， 有的消费者从半
个月前就开始抢预售 。 六安市民刘昱说 ：
“年年 ‘双 11 ’，年年都喊着不买了 ，结果还
是买了一堆东西 ！ ” 已然成为常态的 “双
11 ”，历经 13 载 ，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 。 这
离不开电商产业持续创新发展 ， 有效激活
消费内生动力 。

多元模式

用更好体验满足消费需求

11 月 10 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金
寨路的安徽良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墙上的决
战“双 11”倒计时海报，已经写上了“开战”二
字。一排排工位上，工作人员紧盯着电脑屏幕，
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直播间里，主播站在补
光灯下卖力地推销产品。 作为一家主营耳机、
音箱、手机等智能产品的电商运营公司，这是
他们经历的第 9 个“双 11”。

“这么多年过去，变化肯定是有的。 比如，
以前以传统电商为主，通俗来说就是在京东、
淘宝等平台上开网店。这两年，新电商崛起非
常快，在抖音、快手等新兴平台上，直播、短视
频的带货能力完全不输于传统电商。 ”安徽良
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体总监王彦德说 ，
顺应变化 ，公司架构也在调整 ，除了经营着
天猫、京东、拼多多等平台上的 20 多家专卖
店，去年下半年以来，公司陆续在抖音 、快手
等平台建了 10 多个账号。去年“双 11”期间，
良米电子科技在传统电商方面销售额超过
3000 万元，新电商销售额 160 万元以上。 11
月 12 日 ，王彦德告诉记者 ，初步统计 ，今年
“双 11”传统电商增幅不大，但抖音等新媒体
电商销量同比去年大幅增长 ， 销售额超过
1000 万元。

不断演变创新的电商模式，是电商行业能
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进入 2020 年,尤其自
疫情发生以来,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社区电商
等新电商快速发展，电商模式从功能型消费向
体验式消费转变，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用户为
中心，从单一场景到多场景融合。

面对新一轮发展机遇，抖音、快手等短视
频平台不断加快推进自建直播电商体系。新电
商凭借给消费者带来更直观、 生动的购物体
验，转化率高，营销效果好 ，逐渐成为电商平
台、内容平台及企业品牌的新增长动力。例如，
砀山县近年来涌现 “壹度易购”“壹度拼拼”等
社区拼团购物平台，着力发展“网红”经济、直
播经济。 有数据统计，2020 年直播电商达成交
易额 1.2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91.8%。 在今年
“双 11”的平台促销体系中，直播也几乎成了
商家“标配”。

值得一提的是 ，在走访中 ，不少电商企
业认为 ，今年消费者之所以觉得 “双 11”变
得平淡了 ，正是与电商模式多元 、流量分散
有很大关系。王彦德坦言：“电商流量是有限
的 ，原先都集中在淘系平台 ，现在渠道更多
元 ，尤其是短视频的崛起 ，把大众的注意力
分散了。”另外，他认为，这种平淡的感觉，还

与 “双 11”持续多年 ，消费者逐渐习以为常
有关。

物流提速

全方位应对网购高峰期

每年 “双 11”, 都是对物流行业的一次大
考。 由于电商促销玩法变化，今年“双 11”快递
业务量将产生两次峰值。 第一波在 11 月 1 日
至 11 月 3 日，第二波在 11 月 11 日至 16 日。

“到货很快，跟平时购物没太大区别。 ”“上
午刚付款，下午就发货，真快！ ”……采访中，消
费者普遍对大促期间的物流效率表示认可。爆
仓的新闻少了，夸赞物流快的声音多了。 面临
大考，物流行业越来越从容。

安徽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处经理
吴杨玲说：“自 9 月开始， 安徽顺丰就启动了
‘双 11’高峰应对工作。 储备包天车辆 155 台
保障高峰动态临时需求，1300 多台外包车和
274 台自营车辆保障日常集散货任务。 另外，
提前租赁丰巢格口 4.5 万个， 城市驿站 1490
家，星管家 713 家提高末端派件能力。 ”据了
解，积极配合电商物流运输，铁路部门从 11 月
1 日起启动铁路“双 11”电商黄金周快件运输
服务，减缓发货高峰期的运输压力。

“双 11”爆仓已经成为历史。 快递企业产
能持续扩张和新技术的应用，是其中关键。 在
安徽顺丰合肥蜀山分拨中心，“双 11” 前夕投
放了 2 台全自动智能分拣机。 “现在分拨中心
总计 4 台全自动智能分拣机全天运营，日最大
处理能力达到 150 万， 中转时效提升 2 倍以
上。”吴杨玲说。在中国邮政集团合肥邮区中心
局蜀山场地，采用“双层包分机+小件包分机+
矩阵摆轮+智能分拣搁架”智能分拣，机器处理
量占比达 85%。 今年“双 11”，蜀山场地提升了

设备能力，目前双层分拣机供包台工作效率最
高值达 1250 件/小时，小件机达 1834 件/小时，
单日接卸车辆 240 辆，突破历史峰值。

以往 ，农村快递数量少 、频次低 、收发地
点分散，很多快递公司基于成本考虑，设点大
多只到乡镇一级。 村民取快递难、收快递慢。
对此，我省持续推进“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探
索以 “邮快合作” 为主，“快快合作”“交快合
作”为补充的进村模式，利用农村便利店 、小
超市，建设村级快递综合服务站，完善以县级
快递处理场所、乡镇配送节点、村级快递服务
点为支撑的三级快递服务体系。 不久前，明光
市邮政分公司与民营快递企业合作， 在公司
邮件处理中心设置了邮快合作邮件处理场
地，配备了皮带机、PDA、进村邮件分拣扫描仪
等设备，安装邮快合作投递操作系统，便于民
营合作快递企业处理和运送农村地区快件 。
如今， 明光市 135 个行政村全面实现民营快
递进村，覆盖率达 100%。

完善规则

期待电商行业更规范

今年“双 11”是《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
正式实施后迎来的首个“双 11”。 针对“双 11”
先提价后打折、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营销短
信骚扰等乱象，监管也频频出手。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向全国互联网平台企
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下发《关于规范“双十
一”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从八方面
规范促销经营行为， 包括要把好平台准入关，
落实审查核验义务， 督促平台内经营者亮照、
亮证、亮标经营；要提高促销行为的公开化和
透明度，禁止采取“先提价后打折”、虚构原价、
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方式开展促销；严格禁

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等。
11 月 5 日，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电商平台

行政指导会 ，明确平台责任 ，强化 “双 11”期
间网络经营行为规范。 要求全省各平台企业
对照数据报送、出具材料 、核验登记 、信息公
示、 公平竞争、 消费维权等 11 个方面 50 项
责任清单 ，全面梳理自查 。 省市场监管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 ，在此基础上 ，各级部门将对
照平台企业主体责任检查表 ，全面检查企业
经营场所、网站网店 、交易记录 、服务协议和
交易规则。

采访中，一些企业负责人透露，以往，一些
强势的电商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商家对
其依赖性，强迫经营者只能在自家平台开店或
将最优惠的价格放在该平台。随着监管部门持
续规范电子商务行业，“二选一”、 以技术手段
恶劣竞争等行为得到扭转，一些新兴电商平台
快速崛起， 让他们在促销渠道选择时更加从
容、理性。

在消费者端，今年“双 11”前工信部针对促
销期间营销短信扰民，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
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等问题召开行政
指导会，要求电商平台要立即全面自查自纠零
售、金融等相关产品的短信营销行为，并强调
不得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擅自发送营销短
信。 另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也于 11 月 1 日起
正式施行，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
据杀熟，对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规
制。

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离不开严厉的监
管，规范电商经营行为，优化网络消费环境。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先提价再打折、卖假货等
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仍时有发生。刘昱
说：“作为消费者， 我们期待实实在在的促销，
希望平台和商家能多一些真诚， 少一些套路，
让‘双 11’更加货真价实，持续得更长久！ ”

2021年“双 11”期间（11 月 1 日至 11 日）

数据来源：
安徽省电子商务运行监测系统

同比增长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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