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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年相比，今年“双 11”少了“猫狗大
战”、平台“互怼”、文案“掐架”，电商江湖变得和
谐了，反垄断法起了作用。今年4月，阿里巴巴
被重罚182.28亿元的前车之鉴不远，没有哪个
平台还敢顶风要求商家“二选一”了。没了“二
选一”，商家轻松了，消费力得到充分释放。

在各地竞相打造消费城市的当下，“双11”
购物节的最大看点，或许已不只是屡创新高的
销售数字。作为零售领域最大的一个节日，它
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消费动向和商业趋势。

从多个平台的预售和首日销售情况来看，
步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民消费，
呈现出鲜明的新特色——

趋势1

“宅”出情趣，“宅”出格调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人们
“宅”家的时间多了，而“宅”生活少不了影视和游
戏的乐趣。京东预售大数据显示，平台上家用
投影机预售订单额同比增长超100%，台式电脑
预售订单额同比增长310%，平板电脑预售订单
额同比增长130%。宠物保健类产品预售订单额
同比增长超10倍，宠物美容电器预售订单额同
比增长34倍。强劲的消费也让部分品牌痛并快
乐着，某宠物领域品牌创始人张晓林的最大感
慨是：“双11”最痛苦的莫过于很快就卖断货。
他的店铺在今年11月1日第8分钟的成交额就
超过了去年全天。

文化教育消费也强势崛起。多个平台上，
数字阅读预售订单额同比增长218%。其中，《平
凡的世界》最热销。职业教育预售订单额同比
增长185%，“互联网高级架构师”“人力资源管理
师中级炼成班”等教育商品很抢手。

趋势2

爱健康，动起来

一些头部平台上线了“大药房”售药送药服
务，“双11”预售战绩抢眼。某大平台预售期成交
额同比增长376%，血压计、呼吸机等医疗器械热
销。滋补养生品类预售订单量同比增长超7倍，
营养保健品类预售订单
量同比增长近2倍。

健康意识提升激发
了人们的运动热情。高
端专业跑步鞋预售订单
额同比增长10倍，专业
瑜伽服及内衣预售订单
额同比增长12倍，篮球
鞋预售销量同比增长9
倍。

趋势3

爱国货，追“新文创”

故宫日历、大观园
纸雕宫灯、三星堆的考
古盲盒……热衷追新的
年轻人，开始钟情“老祖
宗”。天猫“双11”开售首日（截至1日上午10
时），博物馆文创产品迎来爆发，同比激增超
400%。新文创成为“双11”最大的黑马之一。
据悉，今年共有近100家博物馆参加天猫“双
11”，为历年之最。

北京冬奥会脚步临近，催生出火热的奥
运经济。国际奥委会也首次以官方名义在电
商平台（天猫上）开店。除了冬奥会纪念品之
外，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国
家图书馆、布达拉宫、敦煌研究院等同样不遑
多让，包括清明上河图联名款茶具等限量款
商品售罄。

随着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增强，博物馆文
创产品迎来了春天。天猫上文创产品的消费者
中，“95后”占比逐年增加，目前已近四成。过
去一年，盲盒、摆件、非遗元素的商品以及IP跨
界联名款成为最受他们欢迎的品类。国家宝
藏、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国家博物馆，则入
选了2020年天猫最受欢迎的十大国产IP。

在京东等平台上，国产手机、国产美妆品牌
预售量都冲到了排行榜单前列。国潮摆件预售
订单额同比增长200%以上。

趋势4

爱农货，品牌农产品成网红

“双11”也是各地农产品集中展示销售的
良机。与往年相比，消费者抢购的农产品呈现
出“产地品牌化”“营养升级”“稀有农产品变爆
品”等特征，表现出消费者对原生态产地和高品
质农产品的认可。在京东平台上，农产品成
交额超过10月份日均5.8倍。四川爱媛果冻
橙成交额同比增长7倍，相当于卖空150亩爱
媛果冻橙果园；库尔勒香梨成交额同比增长
10倍，卖到了全国21个省市896个城市。天
津的小站稻也备受追捧。

11月1日0时，京东、天猫相继开售，憋
了十多天的“尾款人”竞相出手，平台销售额
扶摇直上，“淘宝崩了”被顶上热搜，同时上热
搜的还有“退款”。这届消费者有点爱搞，他
们其实是为物流速度点赞。

一位“尾款人”写道：“震惊就是我刚付尾
款，它提醒我快递要派送了——可是这是我
要退的啊。”

另一位网友调侃：今晨0时30分付的尾
款，今天就收到了，“这是多怕我”。

还有一位过来“补刀”：凌晨快1时付款，
早上9时打电话说让我拿快递，虽然也没想
退款，但我总觉得我被蹲了。

物流更快捷，成为今年“双11”更

多消费者的体验。

另一个物流体验，是这两年成为热门话
题的无人驾驶，借助“双11”的舞台，将大踏
步走入你我身边。

日前，在天津师范大学校区，记者现场见
证了无人车给大学生送快递的场景。中午下
课了，只见一辆辆萌萌的无人车聪明地行驶
在校道上，该直行直行，该拐弯拐弯。转弯之
前，自动打转向灯。遇到行人或车辆礼貌地
避开，真是既科幻又有趣。

一旁的校园人员告诉记者，天津师大的
驿站是北方区域最大的菜鸟校企驿站，目前
该校在校师生3.3万余人，日均包裹量1.5万
单，学生可自主选择进站取件和预约送货。
“双11”期间，配置了9台无人车，它们有个好
玩的名字，叫“小蛮驴”。从早上10时到晚上

“终于能睡了，累死了。”11月1日凌晨
0时51分，高女士在淘宝上付完最后一笔尾
款后，揉了揉眼眶，使劲伸了个懒腰。

在“双11”混了十几年，高女士本可以算
得上是一位“老手”。从最初几年“双11”的
付款拥堵，到堪比奥数的买赠规则，再到尾款
跨店满减，乐此不疲，可是今年，高女士对“双
11”却有一种疲惫。

直播带货槽点多，售后纠纷成常态

直播带货如今成了最火热的购物渠道，然而
在火热现象的背后，直播购物翻车事件频频发生，
货不对版、商品质量难以保障、假冒伪劣产品层出
不穷、商品性能被夸大等问题屡屡被消费者投诉。

律师马恺浓提醒，直播购物的最大优势是有
主播现场讲解商品，增强了消费者对商品的了解，
进而更加信任商品或服务，增强购物欲望。但由于
直播的即时性，可能出现直播的描述与实际情况不
符、消费者实际收到的货物货不对品等情况，此外，
直播购物还涉及退换货难、售后不及时等情况。他
提醒消费者应理智甄别，购物前查看店铺的评分和
商品的评价，这些都能更大程度上避免被坑。

满减红包玩法多，羊毛没这么好薅

满屏都是“满减”，时刻都在下“红包雨”，物美
价廉是“双11”的主旋律，很少有消费者不想“薅
羊毛”的，但世事并非总能如愿，您当心“羊毛”没
薅到，反被商家“割韭菜”。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律师提
醒，先了解优惠规则再消费，以免因规则不明影响
消费体验。尽量选择规则完善的购物平台和资质
齐全、信誉良好的商家购物，即使商家不愿意配合
售后，平台会为消费者提供基础保障。

拼团、秒杀也有“猫腻”，留神低价陷阱

拼团、秒杀作为购物形式，仍存在于大大小小的
订单中。拼团的价格往往低于一般销售价格，导致消
费者冲动消费。而秒杀则通过短暂的时间和低廉的
价格，使得消费者丧失思考空间，从而匆忙下单。

马恺浓律师特别指出，对于商家承诺的“先付
后退”应格外小心，商家往往承诺前几小时购物的
给予价格优惠，但并非购买时直接低价，而是成交
后予以退费。有部分商家在活动结束后修改页
面，矢口否认。建议消费者预先截屏或录屏，保存
好相关的活动优惠政策页面，再下单购物。

“电商专供”被热议，品质其实大不同

“电商专供”的话题一直被热议。同样的产
品，线上较线下便宜许多，仔细一看，原来是“电商
专供”！就好比同一奢侈品大牌，您在专卖店买还
是去奥莱扫货，价差一大截。您拿专卖店去，店家
一眼就能看出区别来。

目前“电商专供”商品存在三种情形，即同款
不同质、同牌不同质、盗用品牌，应当区别予以认
定。“电商专供”商品虽为统一品牌方生产，但也面
临服务短缺问题。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

业内提醒，在产品质量上“电商专供”商品与
实体店销售的产品看似一模一样，仔细看会发现颜
色、内件配备或某些功能存在差别。实际上“电商
专供”商品一般是价格较低而品质稍逊的商品。“电
商专供”商品一般在服装、电器、鞋帽、箱包等品类
较多。对品质有严格要求的消费者要擦亮眼睛。

各类诈骗“浑水摸鱼”，谨防钱货两空

在这场狂欢盛宴中，还有一个躲在暗处的不光
彩的角色，他们或假冒客服，或提供假二维码，或给
出吸钱链接，目的就一个字——骗。

李旻律师提醒，消费者保存好个人信息，警惕
电信诈骗，切勿点击不明链接、短信、二维码，选择
正规平台解决售后问题，若发生诈骗应及时报警。

“双11”前后，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对
市民发布了消费提示：

经营者要“实、诚、信”

“实”指商品要货真价实，质量要经
得住检验。不得虚构商品成交价格和
成交量，必须符合对消费者的质量承
诺。“诚”指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要
确保信息真实，不提供虚假信息和夸大
宣传。不要用复杂的促销规则，迷惑甚
至诱导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信”指
经营者一定要信守承诺，“24小时发货”
“30天保价”“延长三包期限”“无理由退
换货”等承诺，要做到有诺必践。

消费者要“稳、慎、明”

“稳”指消费者不要被眼花缭乱的
宣传所迷惑，特别是直播带货极具煽动
性，不要被“限时秒杀”的言语、满屏飞
舞的弹幕冲昏头脑，更不要轻易点击不
明链接或登录陌生网站，保护好个人信
息。“慎”指消费者不要因为图便宜，购
买本不需要的商品。避免浪费式消费
和过度囤货，在“剁手”前清理一下家里
的小仓库，量入为出，按需选购，坚持科
学、理性、绿色、文明消费。“明”指消费
者要弄懂商家的促销规则，在购前多加
关注、比较，留存相关发票、订单、聊天
记录等消费凭证。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岳付玉 苏晓梅

11.11
又 来 了

新
消
费
潮
起

新
套
路
慎
防

“宅生活”、爱健康、国潮农货受追捧

新消费

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大消费
盛宴拉开了大幕。10月 20日
晚 8时，天猫正式开启预售活
动，打响“双11”第一枪，全网各
平台纷纷跟进。到了11月1日，
各平台“锣鼓声”骤然加密加
急，消费者忙着付尾款、用返
券、盯直播、比价钱……第13届
“双11”，国民消费有哪些新亮
点？经过12年的磨合，平台、
商家和买家都成熟了很多。可
各种套路陷阱依然层出不穷，
目标依然是您的荷包，只是“配
方”迭代更新了……

最大规模无人车队上阵

新物流

经营者要“实、诚、信”
消费者要“稳、慎、明”

新提醒

9时进行全校园的预约送货服务，预计每天
送货1500单左右，覆盖全部校区。

一早预约“小蛮驴”，已经成为他

们每天最爱玩的游戏之一。

一位跑来取货的大三男生告诉记者，一
早预约“小蛮驴”，已经成为他们每天最爱玩
的游戏之一。

今年“双11”，将迎来业界最大规模无人
车队上阵送货。记者获悉，包括天津师大在
内，350多辆阿里“小蛮驴”开进全国高校，每
天配送快递5万多件。“小蛮驴”还在部分高
校试点外卖配送服务，将食堂饭菜送往宿舍
楼、行政楼等校内点位。
“小蛮驴”是达摩院自动驾驶实验室研发

的L4级自动驾驶产品，专门用于最后三公里
的快递、外卖、生鲜配送。

今年“双11”，这个无人车队迎来真正
的硬核挑战。要知道，校园、社区属于非结
构化环境，路上行走着机动车、自行车、婴儿
车、行人等交通参与者，彼此之间没有明确
的通行规则，无人车必须足够智能，才能自
如地进退。而自动驾驶业界还从未有过同
时并发如此高的运营实践。

达摩院工程师郭超介绍，无人车队背
后，有一套覆盖车端、云端的调度系统，“面
向C端用户，承接下单和查询等需求；面向
B端驿站，负责包裹分拣、移动投柜等任务；
包裹投柜完毕，再
通过系统调度运
力，送达用户。”

在真实社会
需求的驱动下，自
动驾驶技术不再
高高在上，而将逐
步进入普通人的
日常生活，变成一
种普惠技术。这
或许也是“双 11”
的又一看点。

直播平台拼手速
店铺依然玩“心机”

新平台

“以前‘双11’就 1天，去年开始变成4
天，今年更长了，从10月20日就开始付订金，
有些商品还要在10月 20日前就买好优惠
券。”让高女士倍感心累的是，想在“双11”囤
一些平时自用的日用品，却发现要提前花大
量时间去研究购买规则。

近年来，直播带货给“双11”带来新的变
化和刺激，高女士越来越发现，很多商品只有
在头部主播直播间才能拿到最优惠的价格，
但却要求消费者盯住直播间拼手速。

而其他购物平台的“心机”，也是高女
士今年倍感郁闷的事儿，不少商品的价格
会在“双11”时暗戳戳上涨，在合并付尾款
时，一不注意就会“中招”。11月 1日 0时
30 分，高女士发现，她在一家店铺中准备
购买的一款宠物尿片，平日页面价格为35
元，购入价格最优惠时是 25元，而 11月 1
日凌晨的页面价格竟然标注“活动后价
格 43.8元”。
“而且页面上还写着0时到1时9折价格

为39.42元，也比我平时买的要贵。”高女士果
断放弃购买。

而另一款牛肉面，平日的页面价格是
59.9元，高女士在平日店铺活动时购入价格
为43.11元，而她1日付款时，这款牛肉面的
页面价格显示为90元，券后为70元，这也令
高女士产生些许受骗的感觉。
“我就是想好好买个东西，怎么就这么

难？”尽管“双11”依然是一年中消费者最盛
大的节日，但高女士表示作为消费者她已经
逐渐疲劳。一买一卖，只是想交钱收货的她，
却一再被套路。她不禁直呼，“耗时又耗力，
明年再不参与‘双11’了。”
——吐槽优惠算法过于复杂的，并非

高女士一人。这两天这个话题也上了热
搜榜。

明枪要躲暗箭要防
“野性消费”伤不起

新套路

天津师大校园中的无人送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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