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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11月11日，第97届
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糖酒会）进入第二
天，本届糖酒会国际化程度较高，展品来自全球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外的近3000家商家参展。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发现，部分展商选择“抱团”，
以展团形式推介富于地域特色的产品。

“我们的葡萄酒来自意大利的坎帕尼亚、托斯
卡纳等著名葡萄酒产区，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在位
于S4馆的意大利展团，意大利黑月酒庄负责人彼
得自豪地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此次参展，他联合了
其它4个意大利老牌酒庄的负责人，主打意大利原
生态葡萄酒。参展者只需在意大利展团逛一圈，就
能品尝到来自各大产区的葡萄酒。彼得认为，此举
对于产品推介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更能吸引参展
者。

位于S1馆的澳大利亚展团上，澳大利亚商会
打出了“非凡澳洲、成就非凡”的宣传语，重点推介
葡萄酒、矿泉水、植物水等产品。澳大利亚商会工
作人员表示，这些产品是他们根据中国消费者的口
味和需求，从上万家会员企业的产品中精挑细选出
来的，希望能为参展者留下绿色、健康的“澳大利亚
印象”。

此外，台湾展团和泰国展团则分别选择了阿里
山台湾小酒和虾片等零食作为主打，突出了“阿里
山”和“海洋”的地域特色。

在S3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10多
家企业也“抱团”出击，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
种酒类产品，主打自贸区的海外产品种类多、价格
相对优惠的特点。

据糖酒会主办方介绍，此次以“报团”形式整体
参展的约有10个国家（地区）。这种突出地域整体
印象的参展方式，相对于“单打独斗”的展商而言，
更能吸引参展者的注意力。

突出地域特色

国内外商家
“抱团”参展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月11日，第97届全
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糖酒会）进入第二天，
火热程度依然不减。本届展会上，重庆火锅、小面
等以“辣”为特色的商家集体亮相，受到全国客商追
捧。

做旧的城墙，复古的灶台，新鲜的食材……重
庆镇三关将其火锅店复制到了展会现场，并现涮火
锅免费让观众品尝，吸引大量人气。

据悉，本次参展，镇三关除了销售火锅底料外，
还首次招揽加盟商，引来不少客商洽谈。“目前除重
庆外，我们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均开设了直营
店，效果不错。希望借本次糖酒会，在全国招揽加
盟商，把镇三关开到更多地方去。”重庆镇三关相关
负责人说。

德庄集团今年则首次将火锅底料辣度明确标
示出来，提出了“李氏辣度”概念，将火锅底料分为
12度、36度、45度、52度、65度五种辣度，度数越
高，口感越辣。据称，川渝两地的人群中，大部分能
承受的辣度为45度。

“以前火锅底料都只有微辣、中辣、特辣等，表
述太模糊，现在有了明确划分，更方便顾客分辨、购
买。”来自河南的客商许先生说。

除火锅外，同属“辣”系的重庆小面在本届糖酒
会上也大显风采。嘿小面、万州面等数家重庆小面
企业在现场布置起面馆，除了售卖小面调料外，还
招揽全国加盟商。

“重庆小面太火了，来重庆必须要吃。刚尝了
尝，味道确实不错。”一位来自北京的客商告诉记
者，他了解到开小面店加盟费和成本都不高，因此
也产生了加盟意向。

据悉，随着重庆火锅底料、重庆小面等在味道、
包装上不断升级，受到越来越多外地客商青睐。比
如，为方便实用，重庆火锅、小面均推出方便火锅、
方面小面等，进一步拓宽市场。

重庆商家“辣”出彩

火锅有了辣度划分
小面全面招揽加盟

本报讯 （记者 杨艺）随着“新零
售”概念的提出，“双11”不再只是线上的

“买买买”，更是线下的狂欢。11月11日，
苏宁重庆首家无人店在江北区观音桥苏
宁生活广场开张，吸引数百名市民现场体
验。据悉，这也是重庆第一家可以通过自
动识别、自动核价、刷脸付款的无人店。

11日上午，重庆日报记者前往体验
无人店。在购物前，记者被告知，首先需

“绑脸”——在手机中下载“苏宁金融”
APP，实名认证并绑定银行卡，然后进行
面部识别，待屏幕显示“绑脸”成功后，才
可开始购物。

既然是“刷脸”，那么进出门时自然少不
了用“脸”。记者走到无人店入口，按要求抬
头对准摄像头，很快，一块屏幕上便显示出
通过摄像头识别到的用户信息，玻璃门也随
即打开。

这家苏宁无人店主要销售体育衍生
品，在选好一个运动背包后，记者通过店
内标识的指引，走到出口处，抬头面向摄
像头进行再次识别。仅10余秒，购物清
单及价格就出现在面前的显示屏中，随即
显示付款成功并打开闸门让顾客离开，可
谓真正实现“拿了就走”。而对什么也没
有买的顾客，无人店则提供无购物通道，

可直接离开。
无人店怎么知道“我买了什么”？
重庆苏宁相关负责人介绍，无人店的

商品带有RFID射频标签，可以被结账通
道的射频系统自动识别；同时，结账通道上
的摄像头不仅在识别购物者，也在识别商
品，能够迅速认出商品和数量，继而完成后
台结算。

如果是双胞胎，“刷脸”系统能否辨别？
11日当天，数十对从10多岁到60余

岁的双胞胎来到无人店体验。现场，双胞
胎通过穿不同衣服，脱带帽子，甚至进行
化妆等试验，系统均作出了准确辨认。

重庆首家人脸识别无人店迎客
市民体验刷脸购物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1 月 11 日
零点，“双11”狂欢启幕，各大电商销售数
据不断刷新：截至当日13点 09分，天猫

“双 11”成交金额突破1207亿元，超越去
年全天成交额；7点46分，京东从本月1日
开启的全球好物节累计下单金额超过
1000亿元；8点52分，苏宁全渠道销售超
去年“双11”全天……

天猫数据全线突破
重庆市民花了28.2亿元

11日13点09分49秒，天猫“双11”成
交额突破1207亿元，超越2016年天猫“双
11”全天成交额。从2009年的5000万元，
到2016年的1207亿元，天猫“双11”的成
交额增长了2400多倍。

物流方面，仅仅9个半小时，菜鸟网
络包裹发货已超过1亿个。截至上午10
点，已有266个城市收到包裹，签收包裹
前五的城市分别是成都、杭州、北京、上

海、重庆。
截至11日24时，2017年天猫“双11”

全球狂欢节全天物流订单达8.12亿个。
重庆消费力如何？截至11日18点，天

猫数据显示，重庆市民在天猫上花了28.2
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八，排在上海、
北京、杭州、深圳、广州、成都、武汉之后。
其中，重庆渝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
坡区、江北区的“剁手”能力最强。重庆市
民最爱买的东西则是手机、毛呢外套、羽绒
服、针织衫、靴子，重庆人最爱的旅游目的
地依次是泰国、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
新加坡。

据了解，2017年天猫“双11”，全球消
费者通过支付宝完成的总笔数达到14.8亿
笔，比去年增长41%。相当于在“双11”这
一天，平均每个中国人在支付宝上完成超
过1笔支付。

截至11日24时，2017年天猫“双11”
全球狂欢节成交额超过1682亿元，全球
225个国家和地区的“剁手党”加入2017年

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

京东突破1000亿元
重庆购买力全国城市中排第三

京东于11月1日开启全球好物节，截
至11日7点46分，平台累计下单金额突破
1000亿元，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其
中，京东累计下单金额前五的品类分别为
手机、平板电视、空调、笔记本电脑、洗衣
机。

为全面保障用户体验，京东物流全体
系加速运转。11日11点15分，当天全国
仓库发货量已超过去年11月11日全天；
16点，当天成功配送单量突破638万。

在京东上，重庆消费力也不俗。截至
11日14点，重庆购买力在全国所有城市中
位列第三，最爱买手机数码、家用电器、电
脑办公用品。具体来看，重庆购买力最强
的前五区分别为渝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
区、南岸区、江北区。

截至11日24时，京东商城累计下单金
额已超过1271亿元。

苏宁全渠道增长182%
重庆送货速度提速6小时以上

据苏宁易购发布的“双11”战报显示，
11日8点52分，苏宁全渠道销售就超过去
年全天。截至12点，苏宁全渠道增长达
182%，其中，线上增长227%。

今年“双11”，线下成为苏宁一大亮点，
4000家门店全面爆发。11月1日-11日
12 点，其线下门店销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168%，共服务了196万名顾客。

在农村市场，2100余家苏宁易购直营
店全渠道增长达312%。

重庆苏宁方面，截至11日15点，线下
增长50.8%，线上增长280.6%。其中，重庆
人最爱买传统家电、生活电器、超市快消品
等。而由于重庆地区仓库智能化升级，送
货速度平均节约6小时以上。

天猫13小时破去年全天成交额

重庆人18小时花了28.2亿元

聚 焦 第 9 7 届 全 国 糖 酒 会

11月11日，在糖酒会食品及饮料展馆，各路客
商在现场洽谈。

记者 张锦辉 摄

11月11日，在糖酒会调味品展馆，重庆本地企
业镇三关现场烫火锅让参展客商品尝。

记者 张锦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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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零点，收件地为重庆市沙坪
坝区，来自爱购保税的两罐奶粉成为寸滩保
税港跨境电商在“双11”的第一单。从那一
刻开始，寸滩保税港的“双 11”，正式开
启。

在寸滩保税港的仓库内，确定第一单后，
港腾供应链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从订单拿取
处了解了货品信息后，再按信息取得相应货
品，然后把它送至打包处。打包人员再迅速
封装，最后通过分拣线送给快递员，让其准备
装车。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事实上，对在这里待命的180多位员工
而言，“双11”的第一单从接单到发货，更像
一次“演习”，真正的忙碌，要在 2个小时
后。

“跨境电商的订单，都要先经过海关审核
后，才能发送给各地。在‘双11’，这个数据
量非常庞大，所以，订单真正开始增多，是在
凌晨2点左右。”港腾供应链公司总经理庄挺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些员工要等到早上9
点换班后才能休息。除了一线员工，包括他
自己在内，公司大部分人都会在现场，确保当
天工作顺利。

“等到最忙的时候，这里的景象，又不一
样了。”庄挺说，仓库有50多个拣货车，每个
车上有16个货物盆，每一个都代表一个包
裹。到时候，每个取货的员工在取完16件货
品后，便将车推到打包处，再去接另一批订
单，一个晚上都要重复这样的动作。“所有取
货人员都在奔跑，拉着拣货车穿梭在仓库
里。”

对打包人员来说，封装其实是一个很熟
练的工作。重庆日报记者现场看到，他们把
货物包裹好后，逐个放入纸箱中，再用胶布密
封并贴上订单标签，最后传至分拣线。这一
过程，不到20秒。

但这样的速度，在“双11”巨大的订单量
来临时，仍显得吃力。所以在当天，这一仓库
安排了16个打包台，每个台有5名打包员。
他们除了吃饭，其余时间将一直进行上述打
包过程，直至下班。

“今年我们准备了近250万件商品，约
20万个包裹的量，价值超过2.5亿，主要以母
婴、保健、美妆产品为主。”庄挺说，他们参与

“双11”已有3年，今年随着天猫国际在重庆
地区的放量，商品量也涨了近一倍。为了应
对“双11”巨大的工作量，他们从1个月前就
开始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处理完这些包裹，大概要三天。在此期
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只能加班加点，且保持
这样的工作强度。”庄挺说，消费者都盼着自
己能快些拿到货物，所以尽量在发货环节提
高效率和速度，让消费者能够减少等待的时
间。

忙碌的寸滩保税港区
本报记者 杨骏

本报北京电 （记者 周季钢）重庆
日报记者从11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

“JDD-2017京东金融全球数据探索者
大会”（简称探索者大会）上获悉，今年

“双11”期间，打折已不再是京东关注的
重点，京东全流程无人仓、配送机器人、无
人超市将齐齐亮相，AI（人工智能）赋能
成为京东打赢“双11”的撒手锏。

库存周转速度是电商的生命线。京
东在全国范围内拥有了超过500家物流
中心，在库管理的SKU（库存量单位）超
过了530万个，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人

工管理仓库的方式已经不现实，提速库存
周转势在必行。

“目前，京东有将近一半以上的SKU
交由AI管理，库存周转天数仅有30多
天。”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刘强东
表示，在过去，一件商品从仓库抵达消费
者手中，平均需要经过搬运5.2次，目前仅
需2次——第一次从合作伙伴的仓库搬
到京东物流体系里，第二次从京东物流中
心搬到终端消费者家里。刘强东预计：在
未来三年内，京东在全球将拥有超过800
家物流中心，在库管理的 SKU 将超过

1000万，库存周转天数将控制在20天以
内。

京东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全流程无
人仓也将在今年“双11”期间投用。全流
程无人仓实现了从入库、存储、包装、分拣
的全流程、全系统的智能化和无人化，其
存储效率是传统横梁货架存储效率的10
倍以上，并联机器人拣选速度可达每小时
3600次，是人工效率的5至6倍。

除了仓储环节，京东也将在配送环节
引入AI技术，包括无人车、无人机、配送
机器人等，测试工作正紧锣密鼓展开。在
今年“双11”期间，京东的无人便利店和
无人超市也将正式开业。

“人工智能将驱动零售革命。”刘强东
表示，“零售本质不会变，其核心的问题还
是用户体验、成本和效率。而人工智能的
作用，就是帮助企业把这三项做到极致。”

AI赋能零售新革命
京东尝试新打法

关 注 “ 双 1 1 ”

11月11日，2017重庆江津四面山生态五项极限挑战
赛举行，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300余名户外极限运动高手
参加。这是全国首个为景区量身打造的生态极限挑战赛。

本次挑战赛总赛程为 37 公里，项目包含跑步、骑
行、皮划艇、丛林穿越、桨板五个大项。赛事路线利用
四面山景区特点，将四面山众多美景囊括其中，使美景
与赛事完美结合，在激烈的户外竞技之外，也呈现出一
场别样的视觉盛宴。

最终，来自新西兰和法国组成的pebax team队，以
2小时20分04秒获得了第一名，来自中国的北京酷赛
队以2小时25分46秒荣获第三名。

记者 熊明 摄影报道

赛事入画中
江津四面山生态五项极限挑战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