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12CHONGQING DAILY

2019年 11月 12日 星期二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丁龙

14小时21分27秒，2000亿元——
11日，天猫“双11”促销一启动，成交额
屡创新高，巨大消费热潮扑面而来。

自 2009 年第一个“双 11”诞生，
“双11”11年的嬗变，见证中国迈向消
费大国的坚定步伐。

购物之变
消费升级映射百姓美好生活

11年，小小“购物车”就像一台微
型录像机，记录着中国消费的时代变
迁。

——从“买全国好货”到“扫全球尖
货”。

这几年，中国人的“购物车”国际范
越来越足。

今年“双11”预售阶段，在考拉海
购平台，母婴和个人洗护用品销售同比
增长分别达137%和 163%，数码、保
健、家居等销售增长接近100%；第二
届进博会上，西班牙“巨无霸”蓝鳍金枪
鱼、意大利橄榄油等进口好货纷纷亮
相。

——流水线产品“变身”定制商品。
过去的“双11”，商家卖什么，消费

者就买什么；如今的“双11”，消费者要
什么，企业就造什么。

浙江慈溪商家余雪峰告诉记者，在
健康、轻食的观念影响下，企业瞄准年
轻消费者诉求，反向定制了一款三明治
早餐机，1小时便卖出2500多件。

——“花式服务”引领“新消费时
代”。

今年“双11”，天猫上线了包括上
门美容服务、奢侈品养护、家电拆洗等
超过55种服务消费，居然之家和红星

美凯龙带来“家装外卖”上门服务，北
京、上海、重庆等地的用户，15公里范
围内可以像点外卖一样“下单”家具。

不可辜负的美食、说走就走的旅
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在全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服务
消费占比50.6%，超过居民消费的“半
壁江山”。

走过11年，如今中国人的“购物
车”里，商品与服务“比翼”，“洋货”和国
潮“齐飞”……透过“买什么”“怎么买”
的变迁，不断提质升级的消费，正在改
变中国人的生活。

交易之变
效率提升让消费体验更舒心

技术带来体验之变，物流的提升见
证中国运输效率之变。

为应对“双11”这场快递界的“春
运”，今年各家快递纷纷亮出“杀手
锏”——

顺丰实施全流程智能化管理；中通
快递投入可实现动态转向等功能的高
运力卡车；申通快递上线AI智能客服
机器人；圆通速递设立60余个城配及
建包中心，简化中转和操作流程；韵达
快递的“韵镖侠”App让快件搭上信息

“快车”……
全自动化分拣流水线、AR量方技

术、“物流天眼”……小小快递藏着不少
“黑科技”。

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介绍，
2015年，快递小哥人均处理包裹量不
到1万件。2019年，这个数字是1.69
万件，其中农村快递网点覆盖率达到
95.22%。

技术带来的改变不只是物流。
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回忆，

2010年推出快捷支付技术，让用户在
支付时省去网银跳转，插U盾等繁琐步
骤，支付成功率从60%大幅提升到了
95%，不仅极大改善了“双11”的支付
体验，也为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如今，移动支付早已融入日常，变
成线上商业模式不可或缺的一环，支付
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也成为构建社
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来源。

大数据定向推送、区块链技术应用
于商品防伪溯源、AI智能客服……技
术“超进化”创造了全新的购物体验，让
中国消费者买得更舒心。

理念之变
尽显中国市场“磁石”吸引力

如今的“双11”，已然是一场线上
与线下“合奏”的盛大交响曲。

“在中国，为中国。”走进第二届进
博会，不少外国参展商打出扎根中国的
标语。感光变色隐形眼镜、“量肤定制”
面膜……越来越多的全球创意商品和
品质尖货“跑”进中国。

天猫进出口事业群总经理刘鹏介
绍，第二届进博会参展品牌中，有113
个新品牌将入驻天猫国际，首次触达中
国市场。截至目前，共有全球78个国
家和地区22000多个海外品牌入驻天
猫国际，覆盖4300多个品类。

新模式开启消费新空间——
11年“双11”，见证消费从线下走

到线上，到如今线上线下“双花并开”的
变迁。

苏宁利用社区小店联通线上线下，
打造“1小时场景生活圈”，今年“双11”
线上销售火爆的同时，不少订单来自线
下实体店；在上海龙之梦购物公园，天猫
智慧商圈3天页面访问人数达到6万，打
破单个商场红包互动的历史纪录……

新主力激发消费新活力——
这个“双11”，“小镇青年”再次展

示了强大的购买力。拼多多后台数据
显示，11日上午，长安、五菱宏光、观
致、名爵、宝沃等五家车企参与“双11”
活动的“国民车型”全部售罄，这些车大
多被来自三四线城市的下沉市场消费
者买走。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
部主任赵萍表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
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中等
收入群体蕴藏大量消费新需求……这
些都将成为消费市场平稳发展的坚实
保障。

新技术提升消费新动能——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

2020至2025年间，5G商用将直接带
动信息消费8.2万亿元。其中智能手
机、可穿戴设备等终端产品的升级换代
将释放4.3万亿元信息消费空间。

国际咨询机构预测，未来10年，全
球每发生1美元消费，就有12%来自中
国消费者的贡献。

近14亿人口和世界最大规模的中
等收入群体，庞大内需市场支撑起中国
经济广阔的发展空间。从世界工厂到
世界市场，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
国，未来必将释放更大消费潜力，让中
国红利惠及全球。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赵文君 张璇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双11”11年：

中国迈向消费大国的鲜明印记
本报讯 （记者 周雨 实习生

刘玉娇）11月11日，中华诗词学会正
式授予江津区“中华诗词城市”称号，这
也是我市第一个获得“中华诗词城市”
称号的区县。

在授牌仪式上，中华诗词学会还授
予江津区蔡家镇“中国诗词之乡”称号，
授予江津聚奎中学、吴滩中学、江南职
业学校、青泊小学、珞璜小学、东城小
学、石门小学、几江实验小学、中医院等
单位“中华诗教先进单位”称号。

江津与诗词有着不解之缘。初唐诗
人陈子昂途经江津，留下重庆最美十大
古诗之《过巴龙门》；诗圣杜甫十三代孙、
南宋著名诗人杜莘老寓居江津葬于江
津，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南宋著名诗

人王十朋等纷纷在此留下诗篇词赋；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
一的陈独秀在江津留下诗词20首……

据初步统计，历代《江津县志》收录
的诗词作品和江津历史遗址遗迹上镌
刻的诗词作品达2万首之多。中国传
统诗词的繁荣与蜕变在历代江津诗词
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截至目前，江津区共有诗词荣誉单
位40个。除“重庆诗词城”外，有国家
级诗教名校1所、重庆市诗词名镇3
个、重庆市级诗教机关2个、重庆市级
诗教单位2个、重庆市级诗词风景区2
个、重庆市级诗教示范医院1个、重庆
市级诗教村（社区）2个、重庆市级诗教
学校26个。

江津获“中华诗词城市”称号

本报讯 （记者 王丽）11月 11
日晚，作为重庆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优秀原创剧目展演的参演剧目，重
庆市话剧院打造的话剧《红岩魂》在国
泰艺术中心上演，积极备战第三届全国
话剧展演季。

话剧《红岩魂》根据厉华《红岩魂形
象报告展演》改编创作，围绕“《挺进报》
事件”展开，用5个故事串联全剧，艺术
再现了刘国鋕、王朴、陈然、小萝卜头、
江竹筠等英雄群像。

“话剧《红岩魂》不仅在故事情节上
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设计，在舞台、灯光、
布景、音乐、道具等方面也有所创新。”

重庆市话剧院院长张剑说。
为了吸引年轻观众，话剧《红岩魂》

在音乐创作中注入了流行音乐元素，剧
中经典曲目《红梅赞》的配器也加入了
小号、中提琴、大提琴，音乐显得更加厚
重，烘托出深邃的舞台气氛。

全国话剧展演季由中国话剧协
会等单位主办，将于11月13日至12
月29日在京举行，来自全国的23部作
品将在首都剧场、国家话剧院等8家
剧场集中展演。其中，话剧《红岩魂》
将于 12月 4日至 5日在国家话剧院
演出两场，这也是该剧目首次在北京
演出。

备战第三届全国话剧展演季

原创话剧《红岩魂》上演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11月
11日，由共青团南岸区委、南岸区妇联主
办的“游轮之约·为爱起航”青年联谊主
题活动在世纪荣耀游轮举行。200余名
青年男女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借助游轮特有场景，以电
影海报拼图游戏为主线任务，开展线索
寻宝、桌游PK等游戏互动。在最终的

真情告白环节，有20对青年告白成功。
主办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南岸区群团组织对单身青年群体给
予重点关注，多次举办针对本地区单身
青年的主题联谊活动，帮助适龄青年解
决单身问题，打造青年喜爱、青年受惠、
青年信赖的联谊活动品牌，将青年交友
联谊活动优质化、特色化，常态化。

南岸组织200名青年参与主题联谊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通讯
员 李诗韵）11月1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南岸区政府获悉，以“初心，见未
来”为主题的第二届重庆先锋艺术电影
展10日在弹子石老街先锋电影院开
幕。从即日起到11月16日，81部艺术
影片将轮番在重庆主城区免费展映。

第二届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由重
庆市电影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影展由
活动单元、论坛单元、创投单元和展映
单元组成。其中，展映单元为期一周，

期间将在重庆主城多个电影院展映长
短片艺术电影共计81部，包括《云雾
笼罩的山峰》《白云苍狗》等，市民无需
购票，搜索第二届重庆先锋艺术电影
展微信小程序，线上报名后即可前往
影院观看。

“相比于首届，今年展映的影片不
仅数量更多，还推出了5部国外长片，
更加凸显国际化。”主办方有关负责人
表示，每场观影活动后都有主创交流
会、电影沙龙等特色文化活动。

第二届重庆先锋艺术电影展开幕

81部艺术影片免费看

焊枪火焰温度最低2300摄氏度，
最高可达2800摄氏度，一台空调机4
个焊点，一天流水线焊接2000台到
3000台空调，1万多个焊点，实现焊漏
率3PPM，即百万个焊点几乎零焊漏，
远超6PPM的国家质量水平。而行业
普遍只能达到200PPM。这就是重庆
海尔空调公司首席焊接技师王玉俊所
在生产线一直保持的生产标准。

“只有拿起焊枪才让我感到踏
实！”13年中，几乎每一天他都是手拿
焊枪工作在一线。正是这份热爱与执
着，让这名普通的农村青年在焊接人
生中脱颖而出。2019年，王玉俊被授
予“巴渝工匠”称号。

荣誉背后几多艰辛
生活中，王玉俊为人处事总是笑

脸相迎，黝黑的皮肤下显现着他乐呵
的精神。王玉俊出生于巫山县龙溪
镇的一个贫困家庭，13岁母亲就因病
去世。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花光了

所有积蓄。初中毕业以后，王玉俊放
弃学业到广州打工。他省吃俭用，用
3年时间存了一万多元钱，回家学技
术。2006年，王玉俊在新渝技校机电
一体化专业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海尔
工作。

王玉俊手上布满了工作时留下的
星星点点的疤痕。王玉俊坦言，干这
行不容易，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坚持
不懈和坚韧不拔的创业创新精神。13
年的职业磨砺练就了他精湛的技术，
34岁已是海尔集团空调供应链首席技
师，同时具有钎焊工种技师资格，多次
在各项大赛中摘金夺银，得到了国内
外焊接专家的认可。2007－2010年
连续4年荣获重庆海尔空调器先进个
人称号；2010年6月，获得重庆海尔空
调焊接比赛“一等奖”，2012年荣获青
岛市技术能手、2013年荣获海尔集团
焊接首席技师称号；2014年12月荣获
海尔集团 690 互联工厂“创新成果
奖”，2014年5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在众多荣誉的背后，隐藏着的是
一颗执着的心和对工作的热情。

精益求精追求完美
因为小时候经常拣别人不要的

玩具重新组装给妹妹玩，这养成了他

善于摸索的习惯，在工作中解决了不
少生产技术难题。空调焊接中有一
种铜管直径为5毫米的机型，在焊接
的过程中非常容易焊堵，经过多次的
验证，王玉俊发现，原来是安装管组
的接头插接深度太浅，他马上把这一
问题反映给了供应商。经过工艺改
良，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避免了企业
的损失。

他还热衷于推进工艺改造、技术
革新。在生产“帝尊”蒸发器时，管组
及异型弯头通常采用手焊焊接，但往
往对焊工技能要求高，且不良率波动
也较大。王玉俊一马当先，身体力行
为企业排忧解难。连续2个月，每个周
末，王玉俊不是在查资料，就是到其他
工厂参观。将工匠精神与自动化设备
相结合，他通过调整加热角度，同时加
大部分弯头的壁厚，终于圆满解决了
问题。由于焊接技术的革新，每条线
体省掉2名焊工，对手工焊工的依赖性
大幅下降，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工匠精神砥砺前行
作为高级技工的王玉俊没有辜负

组织的期盼，在自己的焊接人生中一
路高歌猛进。2015年6月，在江北区
总工会大力支持下，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式成立。工作室
占地120平方米，主要承接空调员工
焊接技能培训项目。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工友们评价他“高技艺、能克难、
善革新、重分享”。除了自己进步，王
玉俊还很乐意将自己的技术成果和加
工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友，并得
以广泛应用，使工友加工同类零件生
产效率最低提高2倍。同时在他的教
导下，很多徒弟的技术水平突飞猛进，
在各项竞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为了更好地培训新员工，他还编撰
了一套焊接培训手册，成为新员工培训
的教材。如今进厂的焊接新员工几乎都
经他培养过。在海尔，王玉俊焊接技术

工作室里正不断走出更多的“王玉俊”。
通过王玉俊创新工作室的培养，

现已培育出创客技师1名、高级焊工3
名、优秀焊工60名，焊接技工的焊接
水平整体得到提高，个人焊漏率质量
最好的已经能控制在100PPM左右，
重庆空调市场焊漏不良每年同比改善
30%，每年为公司减少经济损失达数
十万元。

王玉俊主动好学，他一直很想踏
入大学校园，学习更多的知识。2015
年，经江北区总工会推荐，在海尔集团
领导的支持下，他被中国劳动关系学
院2016级劳模本科班社会工作专业
录取，上大学的梦想开花了。如今，已
是大学生的王玉俊，趁休息时间会回
到自己的焊接技术劳模工作室，带着
新学徒练技术、闯难关。

王玉俊深信：“学无止境，只要我
们坚持梦想，踏实前行，就能收获属于
自己的一片天地。”

潘锋 廖东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巴渝工匠王玉俊

百万焊点几乎零焊漏的85后焊接大师
劳动筑梦·榜样同行

王玉俊精益求精推动焊接技术实
现完美工艺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永川区支公司双石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夏延敏
机构编码：000005500118005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桥南街28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双石桥街180号第2层
成立时期：2002年8月23日
邮政编码：402160 联系电话：4986253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19年11月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永川区支公司何埂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唐碧
机构编码：00000550011801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正街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中心街464号第1层
成立时期：2006年7月19日
邮政编码：402160 联系电话：49862532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19年11月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截至11
月11日24时，2019天猫全球狂欢节
（以下简称天猫“双11”）成交额达2684
亿元。截至当天19点10分，重庆进入
成交额前十城市，排第七位。

渝北区消费者“剁手力”最强

从第一秒钟开始，2019年天猫“双
11”就不断刷新纪录：1分36秒，成交
额破百亿，比去年快29秒；10小时4分
49 秒，成交额达到 1682 亿，相当于
2017年全天成交额；16小时31分12
秒，成交总额突破2135亿元，超越去年
全天。

尽管各省市“双11”全天的数据还
未公布，但截至当天19点10分，重庆
成交额进入全国前十，排名第七位。

数据显示，今年重庆消费者的“剁
手力”依然强劲，其中最爱买的商品包
括裤子、羽绒服、手机、面部护理套装，
以及毛呢外套。热买新品包括扫地机
器人、兰蔻小黑瓶等。

从区域来看，渝北区、九龙坡区、沙
坪坝区的消费者“剁手力”最强，分别位
居全市前三位。南岸区、江北区分列第
四、第五位。

数字经济智库执行院长黄日涵表
示，“双11”已经是第11个年头，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双11”创造了消费奇
迹，更体现了数字经济的活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
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双11”并不
只是一个促销节日，千亿级数字背后代
表的是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配置资
源的手段，尤其是5G时代全面来临之

后，将全面改变商业业态、生活方式甚
至社会的变迁。

“抢滩”线下，电商火力十足

除了线上以外，电商也纷纷“抢滩”
线下。

今年天猫“双11”，除了在杭州的
华东会场之外，还首次增设了华南、华
中、东北、西部会场，而西部会场就设在
重庆的盒马鲜生杨家坪店。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现场通过大屏

幕直播天猫“双11”的相关数据，滚动
大屏实时显示成交金额、各地区销售等
热力图。

之所以把西部会场设在重庆，与重
庆作为阿里巴巴最重要的战略布局区
域之一有关。随着阿里巴巴即将在渝
投建其区域总部基地，阿里巴巴客户体
验中心、盒马鲜生供应链运营中心等项
目也将陆续落地。

不仅是阿里，京东也推出“重磅”之
举。“双11”零点，位于两路寸滩保税港

区水港功能区的全球首家京东电器超
级体验店（以下简称京东超体）正式开
业。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器体验店，这家
京东超体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设有
7大专区、55个互动体验区，拥有20万
款产品供消费者选择，并且让消费者享
受全场景沉浸式体验，告别过去逛电器
只是“看摆设”的模式。当天凌晨，有近
万名消费者前往超体购物体验，开业仅
1小时销售额已突破1000万元。截至
11日中午12点，有超过3万名消费者
到店。

“抢滩”线下，苏宁也火力十足，在
解放碑步行街布置巨型苏格拉宁外展
和2元快闪店，消费者参与游戏即可获
得礼品，总价值超过10亿元。

“双11”直播带货营销异常火爆

今年“双11”，除了在电商平台网
店进行商品图文营销以外，网络直播带
货的营销方式更是异常火爆。

“85后”张小江是重庆一家传媒公
司的执行董事，经营着名为“为美味而
生”的直播间。这家直播间以销售美食
产品为主，目前在淘宝食品直播间中能
够排进前十位，拥有40.8万粉丝。

张小江介绍，2016年淘宝直播刚兴
起的时候，“双11”当天，其直播间的销售
额达到了50万元；2017年“双11”当天，
销售额达到了200万元；今年“双11”，
他们的目标是销售额突破500万元。

阿里公关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直播的火爆，每天淘宝上平均约有8万
场直播，“双11”当天更是多达12万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欠发达和
贫困地区，为了更好地让农货“触网”，
卖成“网货”，不少地方官员也登录网
络直播、电商平台，通过互联网直播销
售农产品，这也成为电商扶贫的一种新
方式。

新纪录诞生！天猫“双11”总成交额2684亿元

重 庆 成 交 额 排 全 国 第 七

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双11”零点正式开业，重庆市民前
往体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