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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破亿元，六分钟破 10
亿元，不到六小时，成交突破百亿

元“大关”———大概没有哪一场血

拼能像“双十一”，一场购物直播竟

有了卫星发射般的热烈氛围。

“双十一”倒计时，杭州淘宝城

数据直播大厅，远缘 平方米、重达 缘
吨的大屏幕前聚集了海内外 圆园园
多家媒体，长枪短炮架起，不同肤

色的记者操着普通话、粤语、英语

向全球直播这场数亿人参与的网

购狂欢，见证新消费时点的诞生。

5000多名员工
通宵奋战

零点开始跳表的大屏幕成了

观摩这场购物狂欢的窗口。长 员猿
米、高 猿 米的屏幕上，全国各地的
交易、支付、物流数据动态显示，香

港、澳门、台湾哪片区域交易最活

跃一目了然，甚至西南地区哪条公

路发生事故、华南哪个县城暴雨橙

色预警，物流天气雷达系统也能在

屏幕上作出提示。

“哇！”零点过后的第一分钟，

数据直播大屏的各类数据开始跳

表。第一分钟，使用支付宝完成的

交易额突破一亿元。屏幕上打出一

长串数字，一些在场的媒体记者鼓

掌欢呼。

“看着数字往上涨，忍不住就

鼓掌了。‘双十一’超出了电商造节

的概念，消费者是这场狂欢的主

角，我也有份。”在场的一名媒体记

者说。

为了方便彻夜更新网站、排版

发稿，一些媒体干脆把后方的图片

处理和页面设计也带到了现场。发

布厅楼上就是网购平台的运营部

门。通宵作战准备的水果、点心放

在一边，忙碌的间隙，工作间摆放

的大鼓也受到热捧，数据“蹭蹭蹭”

刷新，不时有人跑上前去擂鼓庆

贺。

阿里巴巴当晚派出 缘园园园 多名
员工通宵奋战。而这还只是这场

“社会化大协作”中的一小部分。全

国各地，包括各大银行支付系统、

通信运营商、网络维护方、数以千

万计的快递员也在通宵奋战。

更大的群体是数以亿计的消

费者，坐在电脑屏幕前，要么赶紧

抢拍早已放进购物车的商品，要么

忙着付钱，电脑付款堵住了就想办

法转战手机、孕粤阅 移动端，付款完
成才算血拼成功。

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你独自坐在电脑前，却可能和上千

人同时在拼抢一件衣服。深夜里，

散布在世界各地不眠的人们，支撑

起这个全球最大的购物狂欢节，

“社会化大协作”也在这一夜加速

运转。

不到 6小时
成交额破百亿元

数据是干巴巴的，但在不断飙

升的数字面前，很少有人能做到熟

视无睹。

———阿里巴巴平台第 员 分钟
涌入 员猿苑园 万人，支付宝交易额突
破 员 亿元；

———第 缘缘 分钟，使用支付宝
完成的交易额达到 远源 亿元，相当
于去年黄金周上海商业营业总和；

———第一个小时卖出最多的

是文胸和内裤，成交的 员远园 万个文
胸叠起来有 猿 个珠穆朗玛峰那么
高，销售的 圆园园 万条内裤连接起

来，长达 猿园园园公里；
———凌晨 缘 点 源怨 分，交易额

突破 员园园 亿元，而去年达到百亿用
了 员猿 个小时。
“没人上街，不代表没人逛

街”，几年前的这条中国网购广告

语至今仍然生动贴切。

不过从交易数据来看，区域间

的不均衡情况仍然比较明显。零点

之后的第一个小时，西藏地区发出

的包裹仅有 员缘 个，而在网购发达
的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的发包

数量均突破 员远 万。
观察人士认为，包裹的单向流

动带来快递“春运”，物流压力仍将

不小。

支付系统更是悬在网购狂欢

之上的“利剑”。现实的情况是，除

了网民“付不了款”的吐槽，支付宝

方面也坦言，手机支付“支付宝钱

包”一开始还是出现了拥堵，“量太

大了”。

与此同时，与传统依赖 孕悦 终
端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不同的是，

许多网购者选择了通过微信平台

进入网购系统，让围绕数码移动

平台建立商业模式成为另一种可

能。

据易观国际提供的行业数据

显示，圆园员猿年第 猿 季度中国手机购
物市场规模达 猿源员援圆 亿元，环比增
长 员苑援苑豫，同比增长 员园源豫。面对日
益崛起的移动电商模式，有着亚马

逊全球供应链副总裁和美国大学

终身教授背景的于刚近日表示，电

子商务是一场革命，将来是无商不

移动电商，如果跟不上，就会被“革

命”。

13小时
破去年全天支付宝纪录

来自阿里巴巴的最新数据显

示，员员 日 员猿 时 园源 分，“天猫 员员·员员
购物狂欢节”成交额突破 员怨员 亿
元，仅用 员猿小时就完成去年全天
支付宝总交易额（天猫加淘宝）。与

此同时，小米官方旗舰店、国华人

寿、海尔、优衣库、生命人寿官方旗

舰店、躁葬糟噪躁燥灶藻泽、罗莱、易方达基金
等 愿家店铺挺进“亿元俱乐部”。

根据天猫方面的数据，员员 日上
午 愿 时 源圆 分，“天猫 员员·员员 购物狂
欢节”支付宝成交额突破 员圆员 亿
元，再次超过去年美国最大的网上

购物节“网络星期一”（感恩节后的

第一个星期一，是美国在线销售市

场中一年里销售额最高的一天）的

销售额 员圆园援愿亿元。
今年“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天

猫参与商家规模增至 圆 万家，是去
年的两倍，涵盖电器、服装、家装家

饰、箱包、汽车、洗护美妆、母婴、食

品、图书等多个行业，猿 万多个品
牌。除了耐克、韵晕蕴再、百丽、双立
人、博洋家纺、郧粤孕、宝洁、十月妈
咪、奥朵等熟知的品牌之外，韵阅酝、
猿酝、赠藻造造燥憎藻葬则贼澡 等国际潮牌均参与
其中。

另一家主要电商京东也在 员员
月份“借节造市”。京东集团负责人

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京东是 员员 月
员 日至 员圆 日促销，促销高峰在 员员
月 员园日至 员圆日，顾客在 员员 月 员员
日、员圆 日都可以选购，挑选的时间
更加宽裕；从 员员 月 员员 日零时到早
愿 时，订单量已经达到平日全天的
水平，预计 员员 月 员员 日当天将会突
破 源园园 万单；比之前预计的 猿园园 万
单有所提升。从流量来看，员员 月 员园
日的流量已经超过 猿援缘 亿次，达到
平日的 员愿园豫，预计 员员 日将在 缘 亿
次左右，达到平日的 圆援缘倍。

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

“双十一”网购狂欢时间过半，

有 愿家店铺进入“亿元俱乐部”。刚
刚获准在网上发售的金融产品实

现了华丽“亮相”，按货品属性分，

有 猿 家互联网金融店铺销售过亿
元，超越服装、电子产品成为电商

“新宠”。

互联网金融在“双十一”开起

了网购狂欢的新速度———开卖仅

员园 分钟，淘宝理财产品国华人寿
华瑞 圆 号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苑豫），成交金额突破一亿元。成为
全网第二个破亿元的单店，也是截

至目前花费最短时间成功破亿元

的单品单店。

员员日 怨时 猿园分，在聚划算分会
场的生命人寿传来捷报，限量销售

员 亿元的保险理财产品全部售罄，
成为第三个单店破亿的网店。基金

销售也呈爆发之势。淘宝基金开卖

员 分钟，成交金额就突破 员园园园 万
元。员员日 员园时 圆愿分，易方达基金
单品成交金额突破一亿元，成为今

年“双十一”全网第 远个破亿元的单
店。

互联网金融的能量的确惊人，

仅仅在十多天前，淘宝网才第一次

上线基金网店，成为中国互联网首

个获准基金销售的第三方电商平

台，但仅仅十天，互联网金融便一

跃成“双十一”最活跃的成交产品，

“像网购衣服一样买基金”的理财

体验正在变为现实。

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理财

事业部总经理袁雷鸣表示，淘宝作

为基金销售平台，更贴近普通消费

者，用户用购买宝贝的方式就可以

买基金，抛开了很多金融术语，不

需要去各基金公司网站注册、登

陆、学习交易流程，希望通过互联

网和金融的思想碰撞，为更多普通

人参与基金理财提供便利。

不过，相比传统的理财投资

者，数以亿计的互联网用户有不

少在投资领域仍只是“从零起

步”，需注意风险提示。在易方达

基金互联网金融部总经理廖智看

来，淘宝网虽然有着海量的客户，

但这些客户多数并未接触过高风

险产品，因此基金公司对于这一

平台尚需要培育和耕耘，并不着

急其迅速火爆。

“此次‘双十一’，我们有 猿园
个客服在线接受客服的购买咨

询。”廖智强调，基金公司在互联

网上卖基金刚刚开始，还需要不

断去了解客户群体的特征，摸索

服务他们的方法，让他们认知风

险，理性购买。

电商平台与金融的融合仍在

加深。互联网金融一亮相便显示出

顽强的磁力，有理由相信，这个仍

旧一片“蓝海”的领域，在未来几年

很可能掀起电商与金融的双重变

革，成为电子商务竞争的又一个

“高地”。

新消费时点
“倒逼”基础体系升级

观察人士认为，互联网的聚众效

应挖掘出了中国的内需潜力。“双十

一”也是商业模式探索的一场试炼。

全球快时尚巨头 在粤砸粤通过顾客的
试衣规律、在各个货架前停留的时间

长短，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喜好和流

行趋势，中国企业也在摸索。

根据淘宝账户的消费记录、相关

信息，此次“双十一”天猫为每个消费

者定制出不同的页面，系统猜测符合

你需求的产品会出现在推荐首页。而

在打通线上线下参与“双十一”的中

国商业地产企业银泰，悦耘韵 陈晓东
试图通过大数据整合，再造销售、运

营、物流链条，未来甚至能为每位顾

客推荐适合的逛商场路线图。

有人认为“双十一”将分散的

购物需求挤压在同一天营造繁荣

消费的假象，人为地让支付系统和

物流体系超负荷快跑。

尽管光棍节促销在多大程度

上透支了一段时期的消费热情尚

无定论，但透过数据能看到的是，

“双十一”的峰值往往成为下一年

中国网购系统的标配———今年购

物狂欢节预热期间，峰值流量已经

超过了去年“双十一”当天峰值。

仅从天猫的成交额来说，四年

以来从 缘圆园园万元、怨援猿远亿元、缘圆亿元
到 员怨员亿元，呈爆发式增长。中国电子
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方盈芝认为，“双

十一”过去四年的脉冲式发展暴露出

物流、支付等短板，但回过头来看，快

递爆仓、网银瘫痪也在逼迫行业提升，

也在催促整个商业基础体系升级。

五年间，这一天从一个普通的日子逐渐成为中
国电子商务行业乃至全社会所关注的年度盛事。

“双 ”网购狂欢
张遥 王政 雷敏 南婷 胡晨欢

直击

阿里巴巴挑灯夜战,“双十一”的员工在岗位上忙碌。

杭州淘宝城数据

直播大厅的大屏

显示着不断变化

的成交量。

11月 11日凌晨，位于杭州市的阿里巴巴集团淘宝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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