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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1 月 8 日在
顺丰速运海口美兰中转
场拍摄的快递分拣尧打
包现场遥

临近野双 11冶袁位于
海口的顺丰速运海口美
兰中转场一 片繁忙 景
象遥 工作人员借助分拣
设备袁抓紧时间分拣尧打
包快递袁保障快递在野双
11冶 物流高峰期间正常
流转遥

蒲晓旭 摄

年度 野剁手节冶野双十一冶 又来
了浴 定金尧尾款尧津贴袁你都知道吗钥
野养猫冶尧组队尧领红包袁你都做了吗钥
跨店满减尧新人优惠尧限时秒杀袁你
都试了吗钥

各大电商平台设计的促销规
则袁让野买买买冶变成了野算算算冶遥很
多消费者摇晃着早已远离数学的脑
袋拼命思考袁 到头来才发现比平时
没便宜多少遥

近几年来袁野双十一冶 花样越玩
越多袁 促销规则复杂烧脑袁 套路满
满遥 有人在网络购物平台抢了 900
多个红包袁 实际优惠金额累计不到
10 元袁花费了巨大精力袁最后只有

满满的失落感曰有的商家号称野限
时抢购冶野爆款秒杀冶野巨惠特卖冶袁
实际上却是野先涨后降冶曰还有的优
惠对消费期限尧商品品类尧消费金
额等设置野门槛冶袁达不到就不能享
受噎噎难怪不少人感叹袁不是我管
不住自己的手袁 是平台太会玩尧太
能玩遥

宏观上看袁野双十一冶 激发了消
费热情袁 推动了经济发展遥 微观上
看袁 商家为促进销售而创新促销手
段也无可厚非遥 但某些游戏规则的
设计着实让人有坠入云里雾里之
感遥消费者一边担心野不买就错过一
个亿冶袁需要不需要的东西扫了一大

堆袁一边算上半天也算不清袁最后发
现时间花了不少袁钱没省下几毛遥

这样的促销方式实在让消费者
有点消受不起遥有网友感叹袁自己已
经从计算折扣变成了被算计袁 引发
不少共鸣遥

野双十一冶成交量的不断扩大反
映了大众的认可袁 但漂亮的销售数
字并不代表商业模式的完美无缺袁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应该是理性
繁荣的市场遥 如何让野双十一冶重归
简简单单打折尧实实在在让利袁让商
家和消费者真正共享数字平台的方
便快捷袁 也许是销售狂欢过后各方
都该冷静思考的问题遥

进口超市上线尧现场直播
带货噎噎近日举行的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袁借助
中国电商平台袁许多海外产品
从现场展品变成线上商品的
时间越来越短遥 专家认为袁跨
境电商扮演穿针引线的作用袁
在这届进博会上表现尤为明
显遥 各大品牌借助进博会和跨
境电商同步发布新品袁从展示
到售卖可以无缝连接遥 电商平
台凭借自身的全球布局优势袁
为国内消费者带来了更多选
择遥

搭建不落幕的线上展会
日前袁德勤发布的叶中国

进口消费市场研究报告 2020曳
显示袁疫情发生后用户购买习
惯与消费模式的改变袁推动了
进口品牌数字化转型袁同时加
速与跨境电商的合作遥

进博会期间袁多家电商大
展身手遥 其中袁京东进口超市
正式上线袁吸引了大量野粉丝冶
关注遥 据介绍袁进口超市的上
线为有进口消费需求的用户
提供了更广泛的购物选择袁让
消费者更便利地野扫货全球冶遥
尤其令人称赞的是袁京东进口
超市依托京东供应链及物流
优势推出天天低价和量贩为
主的野日销场冶袁给消费者带来
野日常逛超市购买进口商品冶的体验遥

不仅如此袁 为了更好地帮助海外品牌开拓
中国市场袁京东国际在进博会期间启动野进口品
牌成长计划冶袁联合戴森尧任天堂尧雪花秀尧资生
堂等国际大牌袁在市场营销尧品质提升等方面与
这些品牌开展深度合作袁 开辟进口品牌快速成
长新阵地遥

中国贸促会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分
析袁 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对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具
有两方面作用遥 一是促成消费认知袁形成消费升
级示范曰二是进口降低创新成本袁提升国内供给
能力遥 野比如上世纪 80 年代袁我国自日本进口的
电器增加袁 使人们对冰箱尧 彩电等有了更多认
知袁并在社会上形成消费新潮流袁促进了国内家
电行业的整体崛起遥 冶赵萍说遥

专家表示袁进口消费加速线上化袁跨境电商
正在为全球品牌搭建入华野快车道冶遥 中国电商
把在国内市场积累的丰富经验投向跨境电商这
片新蓝海袁 已经开始搭建线上永不落幕的展销
会遥

拓展中国市场的野标配冶
在防疫期间大火的直播带货也在进博会现

场展现遥 知名带货主播李佳琦尧薇娅等带领广大
观众足不出户实现野云冶上打卡尧野云冶上逛袁近距
离体验来自全球各地的特色进口产品遥

业内人士分析袁海淘刚刚兴起时袁消费者更
多的乐趣在于去海外野淘冶袁现在消费者购买进
口商品的想法会有一些改变袁 首先对于购物体
验越来越看重袁希望买得更省心尧更放心尧更安
心遥 同时袁大家从野淘冶更多地转向了野选冶袁希望
全世界的好物都能直接来到自己身边遥
进博会期间袁上海虹桥品汇线下快闪店开幕袁这
家快闪店是京东国际与上海虹桥国际进口商品
展销有限公司合作的项目袁 也是进博会期间进
口商品首家线下快闪店遥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袁快
闪店积极发挥京东国际作为国内领先的进口消
费电商平台的资源优势袁对海外品牌尧进口商品
进行多样化的展示与推介遥

据介绍袁2020 年 1 月至 8 月袁京东国际最受
欢迎的品类是美妆护肤类尧 母婴类尧 医疗保健
类袁增速最快的则是宠物生活尧酒类尧医疗保健
类和服饰类的商品遥 业内人士指出袁中国进口电
商行业是一个持续增长的市场袁 相对于整体电
商行业袁进口电商的用户数量占比不是非常高袁
但进口电商平台的客单价较高袁 是电商平台均
值的 2 倍多遥

随着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射到
全球好物袁跨国野种草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习
惯袁品质化消费需求不断被释放袁中国是各国品
牌无法忽略的野充满机遇的广阔市场冶袁电商平台
更是成为海外品牌拓展中国市场的野标配冶遥 野通
过电商平台袁 最直接的好处是能快速触达消费
者遥 冶业内人士指出袁海外品牌可以借助跨境电商
平台袁大大简化市场推广尧商品销售等环节遥

秋夜寒冷的东北袁 路上少有行
人遥 吉林西部袁 坐标 野网红吉地大
厦冶袁聊天声尧乐器声尧歌声汇集遥 互
联网袁 连接着的是众多主播与各地
粉丝遥

松原袁曾以石油闻名遥在全民互
联网的当下袁这座小城借助野网红经
济冶焕发生机袁重新定义东北老工业
基地城市遥

农特产品有了新卖法
胡凯曾是个厨师袁 入行直播 3

年遥去年野网红吉地大厦冶启动袁他受
邀入驻袁享受房租减免等优惠遥

唱歌尧聊天尧拍段子噎噎每晚 8
点袁胡凯在野快手冶平台直播遥长相帅
气尧声音有磁性的他袁拥有百万名粉
丝袁还组建了 20 多人的团队遥 通过
直播营销袁成员年均收入八九万元遥
野以前根本不敢想遥 冶他说遥

胡凯一直为家乡野带货冶遥 八郎
镇特产香瓜和西瓜袁 生意好时村民
一天卖 1000 多斤瓜遥 胡凯直播 3 个
小时袁就有了 4000 多斤订单袁让很
多村民野惊呆了冶遥

另一个房间里袁 吉林省温度网
络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东
旭正与宁江区一家醋厂老板谈合
作遥 野松原的老醋颇有名气袁但仅
限当地遥 冶他说袁松原有牛肉干尧
黄小米等优质农特产品袁 他成立
公司与当地 40 多家企业签约袁通

过与野网红冶合作帮助这些产品走
出去遥

日前举行的一场直播活动中袁1
分钟就卖出 2000 单查干湖土特产
品遥 到 2022 年底袁孵化 100 个品牌袁
培育 1000 名直播达人袁培训 10000
人次乡村主播噎噎松原正在勾勒
野网红经济冶发展新蓝图遥

日子有了新过法
大厦里袁 松原市妇联的培训班

正在授课遥 扶余市五家站镇娄家村
的陈淑华是村里的代表袁 她计划学
会直播后袁 回家教大伙一起卖农产
品遥野没准哪天我也能当耶网红爷浴冶她
说遥

今年以来袁松原市妇联尧残联会
定期开展主播培训班袁主播野毕业冶
后就上岗直播遥 每周一到周五 18
点袁王思雨会在野快手冶直播袁她的很
多粉丝是残障人士遥 38 岁的王思雨
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袁 从小双腿不能
行走袁却从未对生活失去希望袁曾学
习过苏绣和编绳结袁 凭手艺养活自
己遥半年前袁王思雨参加了残联组织
的直播培训班后正式上岗遥 从第一
次直播时紧张尴尬袁 到如今在镜头
前收放自如遥受她影响袁很多残疾人
野想燃一回冶遥通过直播袁手工艺品的
销量也逐渐增大遥

一些残障人士和农村妇女表示
野通过直播袁日子有了新过法冶遥夜晚

的大厦里袁 直播间的灯被每一个有
需要的人点亮遥

野网红冶唤醒一座城
走出大厦袁 城市四处也充满惊

喜遥
刘伟经营一家小超市袁 最近一

直在做直播袁 他的大多数粉丝都是
在今年夏天收获的遥夏天时袁刘伟开
车前往体育馆附近袁打开后备厢袁一
排排小盆绿植整齐摆放袁 边售卖边
直播遥

500 多辆汽车在这里有序停
放遥 后备厢摆放着文创产品尧服装尧
饰品尧 鲜花等遥 这些私家车的车主
中袁有大学生尧居家主妇袁也有白领遥
每天营业约 4 个小时袁 生意好的能
挣 1000 多元遥也有摊主不在乎生意
好坏野就想嗨一下冶遥

野网红冶激发了人们的想象遥 开
采石油的钢铁野磕头机冶被涂鸦成长
颈鹿尧恐龙的模样遥 行至湖岸边袁笨
重的机帆船换成了轻盈的木筏子袁
野船小二冶身着蓑衣摆渡游客遥 俗称
野长脖老等冶的白鹭一动不动地立在
围栏上遥

东北地区的传统产业标签是农
业和工业袁 松原市过去也主要依靠
农业和石油遥但在谋求转型过程中袁
松原积极拥抱互联网袁释放新动能袁
在发展 野网红经济冶 中绽放出新光
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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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唤醒东北一座城
阴陈俊 孟含琪

“双十一”，
“买买买”变成“算算算”？

阴樊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