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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不再是唯一吸引力

梅双

与往年一样，今年的“双十一”仍然

是一场大戏，成功吸引了消费者和媒体

的注意力。天猫和京东分别交出了交易

额

1682

亿元、

1271

亿元的亮丽成绩

单。不过，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除了折

扣优惠，消费者还对“双十一”背后的支

付、物流等津津乐道。

“今年的支付竟然不卡了”、“‘双十

一’收到的第一个包裹，没想到这么快”，

“双十一”前后，朋友圈里不少好友在分

享购物体验。笔者明显感受到，朋友圈晒

促销战果的少了，点赞物流给力的多了。

对于消费者来说，“双十一” 交易额只是

一个数字，但消费满意度是实实在在的。

当我们提到“双十一”，不再只想到折扣，

这或许是零售业态的进步。

如果你错过了 “双十一”， 不必担

心，还有“双十二”在等着你。近年来，电

商购物节花样百出，几乎每个电商平台

都会在特定的时间推出各类购物节活

动。这些电商购物节以打折促销为主要

形式，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 在消费升

级的背景下，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降

低，对品质的关注度上升。 如果一味强

调折扣，恐怕消费者也会审美疲劳。 网

络购物节在经历了试水期、 爆发期，已

经逐步走向成熟，起初定位于折扣促销

的节日慢慢也在转型。在“双十一”进行

多年后， 各大电商已经转换了策略，不

再直接强调折扣，而是采用更为复杂的

红包规则和预售规则，这其实是淡化消

费者对于折扣和促销的刻板印象，引导

消费者进行品质消费，也激发了消费者

的参与热情。

电商平台对“双十一”、“双十二”极

力赋予更多节日的内涵。 今年，阿里将

“双十一”称作“全球狂欢节”，京东则将

“双十一”定位为“全球好物节”。为了迎

接“双十一”，更是办晚会，办线下快闪

活动等。 一方面赚够了流量，另一方面

也是引导消费者加入购物狂欢。今年的

“双十一”，各大电商还纷纷邀请一众知

名品牌助阵。这所有的举动都是在告诉

消费者，来吧，除了五折优惠，我们还有

品牌保证、无人贩卖、智慧门店，满足你

对高质量消费的所有想象。

电商们零售的转型还体现在对支

付和物流的日益重视。支付手段和消费

金融领域也成为竞争的发力点。 今年

“双十一”期间，蚂蚁金服、京东金融、苏

宁金融等各大消费金融公司的促销推

广活动五花八门。数据还显示，今年“双

十一”前夕，超过

160

万淘宝和天猫商

家从网商银行获得了超过

1000

亿贷

款，解决自己的备货资金。相比去年“双

十一”，贷款的商家数量上升

20%

，但贷

款的额度翻了一番。 另外，今年“双十

一”，全国有

12

家保险公司为消费者提

供了近

50

种消费保险， 帮助商家和消

费者解决物流、质量、售后等方面的后

顾之忧。 “双十一”当天，消费保险的保

单数达

8.6

亿单，刷新纪录。

在物流方面，各大电商都将智慧物

流作为今年“双十一”的重头戏。菜鸟网

络通过大数据赋能，给每一个包裹分配了

最优线路，通过把平台、商家、快递公司总

部和网点的数据打通，物流公司能够提前

知道物流的流动，及时做好准备。 通过自

动化技术， 在菜鸟超级机器人仓群，

AGV

机器人、全自动流水线、机械臂等实现联

动服务。 京东物流则打出了“无人科技”、

“多样服务”、“数据驱动”、“协同开放”等

王牌。 北京、青岛、上海、广州、武汉等

13

个“亚洲一号”智慧物流中心及全球首个

全流程无人仓等在今年“双十一”全面投

入使用。

不管是“双十一”还是“双十二”，对于

电商平台而言，都是展现各方面实力的契

机。 网络购物节对于拉动内需也有重大的

意义，“双十一”已然从全民的购物节升级

为中国消费的风向标。 在人人都在谈论新

零售的时代，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双十一”

的主角， 无论是支付体系还是物流体系，

都在昭示着未来电商产业的发展格局。 当

我们提到“双十一”不再只想到折扣，零售

的进步已经开始。

从“存存存” 到“买买买”

程喻

很早以前，我们就有这样的

印象：美国人很“穷”，近半数人

零存款， 或者根本没有储蓄账

户， 中国人则更有忧患意识，喜

欢存钱，人均储蓄率位居世界前

列。 但是别忘了，我们到现在还

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超级大

国，按照“后发优势”理论，落后

国家将逐渐向发达国家看齐。

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人民的

储蓄率会逐渐降低，一些人甚至

没有储蓄。 我们都知道这一天会

来临， 但是并不知道如何来临？

现在这一路径渐渐清晰，一是房

子， 房贷消耗了收入的一部分。

再就是消费， 尤其是提前消费。

是的，就在这几年之间，托互联

网快速发展的福，提前消费的概

念已经在这一代年轻人心中落

地生根。

一方面，是互联网带来的电

商平台发展，带动了线上线下的

商家促销， 以前坐着挣钱的商

场， 发现来逛街的人越来越少

了，怎么办？ 增加体验式消费的

同时，还有一个杀手锏，促销！上

周“双十一”，我去逛商场，发现

一家知名户外运动品牌正在做

“

10

返

4

”的活动，相当于全场

6

折，新品也参与活动，这在记忆

中从未有过。 本来是去买鞋子，

火速买了一件冲锋衣， 多划算

啊！ 同理，网络上的竞争也是越

来越白热化，什么“

618

”店庆、

“双十一”、“双十二”、 元旦、中

秋、国庆、春节，几乎全年都有活

动，秉着捡便宜的心理，多少人

购买了计划外的东西？

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推波

助澜，在刺激“全体”居民超前

消费的行动中表现出了惊人的

推动力！ 今年的“双十一”来临

之际，“马爸爸”把大家的“蚂蚁

花呗”额度都进行了大幅提升。

据蚂蚁金服自己透露， 为约八

成用户提供临时提额， 而坊间

传闻， 有大学生的花呗额度被

临时调整高达

17250

元，至于京

东，官方说法，白条用户平均提

额幅度更是达到

2800

元。 今年

“双十一”几大电商交易平台纷

纷刷新往年成绩单， 创下历史

新高，消费金融作为背后推手，

绝对功不可没。

在过去， 想要提前消费，主

要是依靠信用卡。但是信用卡的

发行方是各大银行，受严格的风

控合规要求， 想大幅提额不容

易， 特别是资产少收入低的人

群。 为此各大信用卡论坛还催

生出一整套“信用卡养卡提额”

攻略， 目的就是增加持卡人信

用卡额度， 让持卡人的信用融

资能力最大化， 但这都是持卡

人的主动意愿。 而在现在，只要

还款记录不是特别糟糕， 一夜

之内， 互联网金融就可以让大

多数人的额度被动提升， 这在

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不是技术

问题， 银行的

IT

技术已经是高

度发达，而是意愿问题，风险承

受能力问题。蚂蚁金服害怕风险

吗？应该有一点吧，花呗在“双十

一”之后正式上线了“帮朋友还

款”的新功能，目的也是帮助用

户解决还款问题。但最终还是政

策导向问题，以国内金融监管的

强势程度，花呗也好，白条也罢，

上一个小时提高额度，下一个小时

就有能力要求你取消。 但这并没有

发生， 因为这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消费要成为三驾马车的领头羊，中

国要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

为全球提供巨大的市场，要实现供

给侧改革，不仅要从经济供给结构

发力，还要从消费发力，特别是发

挥消费文化对消费结构和消费方

向的引领作用，要用消费文化创新

助力供给侧改革。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一向稳

重的银行也加入了推送消费金融

的狂欢。 前些日，苹果公司最新手

机

iPhone X

刚开卖的时候， 招商

银行信用卡第一天就公布了一组

数据：

iPhone X

开放预售

2

小时

33

分，招商银行信用卡苹果官网总

交易已突破

20

亿元！ 成功下单的

招行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已超过

19.6

万人。 火爆原因很简单———招

商银行信用卡购买

iPhone X

采用

了零息零手续费政策。 而银行内部

人士也是压力重重，不久前就有某

银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

吐槽：领导现在恨不得让员工天天

加班，我这还是中后台，管发卡工

具；更别说前台营销业务员，恨不

得双休日都在工作；市场部隔三差

五开会，说什么学习互联网思维研

究场景。 总之一切为了一个目

的———提升发卡量，提高刷卡额。

看到这儿， 我们就会渐渐明

白，中国人，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

是如何成为零储蓄一代的。 当然还

有其他原因，比如货币贬值，比如

房价太贵，存钱也买不起房，这些

都是带动消费的客观原因。 相信肯

定会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个内生

性的消费大国。

“造节促销” 早就是各

大电商招揽用户常用的手

段，各种“数字节日” 都变

成商家吸金的利器。 618 大

战、“8·15” 电商大战、双 11

狂欢，各类周年店庆、过季

清仓日，甚至老板娘嫁人都

能成为促销的节日……电

商频繁造节，消费者会跟进

买单？

购物狂欢愈演愈烈 消费理性越来越强

证券时报记者 刘凡

“当

11

月

11

日凌晨零点钟声

敲响时， 来自江苏的

22

岁大学生

小陈偷偷打开寝室中的电脑，闪电

般登录淘宝商城，在一阵鼠标快速

点击声后， 一件原价

799

元的杰

克·琼斯抽带棉服被他以

399

元的

半价轻松秒杀。 ”这是一篇

2009

年

的报道， 那时天猫还叫淘宝商城，

“购物狂欢节” 的名字还未横空出

世，当时淘宝发起的购物促销活动

更像是一场电商界的自娱自乐。但

是人们普遍认为，如今的购物节狂

欢，便发端于此，并一发不可收拾。

时光荏苒， 一晃

8

年过去了。

如果说

2009

年的那场淘宝活动是

对消费者电商教育的启蒙，属于幼

儿园小小班水平， 那么

8

年过去，

这场启蒙教育便进阶到五年级小

学生水平。 这又是什么阶段呢？ 就

是无论从电商平台， 还是消费者，

以及其他参与者，对电商节的存在

和参与已经习以为常，认为是生活

的一部分。 同时，小学五年级学生

已经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需求，并

想办法接近目标。 想想哦，是快要

毕业的小学生呢，消费者、商家、市

场都成熟了不少。因此当媒体报道

说，

2017

年的电商节成绩单中，生

活用品比例提升，说明消费者的购

物行为已趋于理性，这是再正常不

过了。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提出质疑，

认为电商节现在的“很多初衷及条

件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并指

出其六大弊端———“光棍节” 的互

联网启蒙意义已然消失；赶羊式的

营销运动已经不适应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现状；商家在血拼中的获利

模式没有形成；“双十一”的销售记

录不真实；双寡头型的平台竞斗日

趋恶性化及恶俗化；集中爆发的物

流配送造成新的公共危机。即便如

此，购物节不会消失，购物狂欢会

愈演愈烈。 这不，“双十一”刚刚结

束，“双十二”又开始了，还有未来

的圣诞节、 春节……到了年底，各

种各样的节帮助商家完成了年度

任务，消费者用掏空钱包的方式慰

劳奔忙一年的自己和家人，真是皆

大欢喜。

有人对节日存在的必要性提

出怀疑， 但观察这些年电商行业

的发展正是在一年年的造节运动

的推动下形成的。 以前电商行业

没有兴起的时候， 传统零售企业

也是借着节日各种促销， 比如西

方的情人节、 圣诞节最后成为中

国人也过着的节日， 商家的造节

推广功不可没。 毕竟，促销需要噱

头， 人们的消费往往也需要一些

理由， 节日为满足人们的这些心

理提供了绝佳条件。

年年购物很相似， 岁岁年年

人不同。 随着教育的日益推进，其

效果肯定是进入常态化。 在笔者

看来， 未来电商狂欢节会向春晚

看齐。 每年到了“双十一”，自然而

然地想要过节。 但是过节会做点

什么？ 除了对着电视打着哈欠看

看晚会， 或者刷刷朋友圈看看自

己选了很久的商品有无折扣，精

心挑选之后才会付账。 一切恐怕

与平常的日子无异， 但是人们并

没有忘记它。

在笔者看来，购物节从狂热到

归于平淡，其实是在向越来越完善

的方向发展。 比如以往最被大家吐

槽的“双十一”之后的快递物流慢

的问题，在今年已经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 尤其是今年，京东自营凭借

其快递速度圈了一众粉丝，而淘宝

的快递速度也有了改善。

从投资来说，电商造的节越来

越多，节日本身归于平淡，但从刚

需环节入手成为了比较稳妥的选

择。哪些是刚需？购物节年年过，货

物总要从商家发到消费者手中，所

以快递、物流、包装行业等，这些都

是刚需，且时间越推移，电商的订

单量越大，这些行业的需求也会更

大。 相关的技术比如大数据等在节

日的锻炼中精进不少，其实孕育着

新的商机。

官兵/漫画

消费在升级

服务待跟进

证券时报记者 刘宝兴

从

2009

年至今，“双十一” 走过了

9

个年

头， 年年不变的话题是各个平台的交易额又暴

增多少亿。且不论这些成交数据的真假，值得探

究的是， 这些交易额背后所呈现出的消费需求

的结构性变化、消费者心态及习惯的变化，以及

因为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新投资机遇。

“消费升级”，是天猫和京东在发布战报时

都着重提到的一个词， 这个词被认定为今年交

易额继续增长的一大驱动力。

消费升级是国内经济经过长期的投资拉动

后，三驾马车调整所必然带来的。中国的制造业

规模、

IT

企业技术实力、 物流仓储行业发展则

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基础。同时，消费升级受政策

支持、 人口结构变化、 财富积累效应等因素影

响，追求时尚、个性的

90

后这一群体逐渐有了

购买力和自己的消费主张。

有数据统计，京东“双十一”海外直采泰

国黑虎虾卖了

50

万只；

450

升以上大容量冰

箱占到整体销售额的

60%

； 意大利品牌阿玛

尼（

Armani

）销售额同比增长

27

倍等。 天猫也

表示，随着消费升级，进口好货在“双十一”当

天的销量增速迅猛，比如，泰国的第一香米品

牌孟乍隆的全天成交额是去年的

4.2

倍 ；依

云、歌帝梵（

Godiva

）

2

小时的销售额就超过了

去年全天。 京东总结，今年的“双十一”全品类

消费明显向品牌化、品质化、智能化、个性化

转变，注重品质和个性的小众品牌收获颇丰，

生鲜、奢侈品、定制服装等新兴品类出现了爆

发式增长。 具体而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

从实用性消费转变为享受型消费。

消费升级还体现在， 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

度显著提高。 根据阿里健康披露的“双十一”战

报，今年“双十一”开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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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天猫医药成

交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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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7

小时

05

分， 天猫医药电商板块

整体销售额超越去年“双十一”全天。

消费升级这一变化在“双十一”的数据里得

到呈现，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投资机遇。

近几年里， 奢侈品电商平台、 生鲜平台、

母婴平台、海淘平台等屡获资本青睐，不少平

台获得多轮融资。 另外，还有不少企业不断加

码投资高标准的仓储物流， 尝试在配套设施

建设方面抓住消费升级的机遇。 值得警惕的

是，资本“一窝蜂”式地集中于某一领域，往往

会引发同质化竞争， 进一步出现价格战、假

货、门店关停、行业洗牌等现象，消费者在价

格战中受益， 但最终有可能在行业洗牌过程

中利益受损。

拿奢侈品来说，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的购

买力增加，奢侈品消费人群开始增多，且这类人

群对奢侈品的消费心态发生了变化， 逐渐从外

在炫耀型变成真正享受型和自有型， 更加注重

产品的品质和细致的服务。近年来，中国奢侈品

平台层出不穷，出现了各种商业模式，如电商方

面出现了垂直型电商、综合型电商、跨境进口电

商等，还有一些奢侈品品牌自建电商平台。但从

现实情况看，奢侈品平台的假货问题屡见不鲜，

部分平台的服务质量差、 价格混战等问题常常

见诸报端，不少奢侈品门店关停退出。种种业内

无序竞争所造成的恶劣结果， 终究由消费者来

买单，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此外，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对价格的敏

感转变为对品质的追求， 不少企业从中窥得

“商机”，大卖情怀、概念和包装，实际产品质量

不好，价格却奇高，同样也导致不少消费者利

益受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