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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蒙

今年的“双11”，从11
月 1 日就开始预热了，成

为加长版的“双11”。作为近年来全球少有的消费盛宴，
“双11”见证了国内强大的市场内需，也见证了消费对经
济的带动作用。

“数字经济”带来强劲消费，仅仅是“双 11”预售首
日，李佳琦、薇娅等直播间带货就将近70亿元。“双11”，
聚合了大量的消费者和商家，已然成为重要的消费载体，
发挥着拉动内需的功效。

一组组数据，见证着我国经济的复苏。
相比于全球经济衰退，我国第二、第三季度
GDP 强势转正。疫情虽然对我国经济产生

了一定的冲击，但数字经济的无限活力和国内
庞大的市场需求，使我国经济具备巨大韧性，也
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澎湃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就是要
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而加长版的“双11”消费盛
宴正当其时。

一方面，消费是经济循环之源，消费复苏了，才会拉
动生产，进而带动上游产业，带动更多人就业，带动居民
收入增加，经济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另一方面，一些跨
境电商平台已走上国际舞台，也有利于我国企业参与国
际循环。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 11”刺激的消
费，都是实实在在的购买力，让人们见证国内强大消费动
力的同时，也在满足着人们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的发展。

火热“双11”见证强大内需动力

本报讯 （记者 崔曜）“双11”重庆市民买买买，到
底买了多少货？11月1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邮政管
理局获悉，“双11”期间交易产生的投递量将在11月18
日左右消化，11月1日至18日全市投递业务量预计达到
1.34亿件,同比增长60.3%。

11日上午11点，记者来到位于重庆机场附近的中
通快递集团重庆市管理中心。大大小小的包裹正从货车
上卸下来后，通过伸缩机上了传送带。该中心总经理蓝
柏成告诉记者，进港两条分拣线每小时处理10万多件，
一天不停歇地运转20小时，一天处理200多万件包裹。
他预计“双11”期间进港峰值在220万件左右。“以目前
的处理能力来看，应对高峰还是绰绰有余，不会影响收件
时间。”

下午2点，记者来到韵达重庆公司网点管理部的进
港快件操作场地。为应对“双11”，进港快件操作场地经
过搬迁调整，操作效率和处理能力都有所提升，可以保障
高峰期日均200万件包裹进港。“我们还临时招聘了派送
人员1000人左右，以备不时之需。算上平时3100名业
务员，总共有4000多快递员工随时备战，人均每天能够
派送450件左右。”韵达重庆公司网点管理部经理杜成潇
介绍说。

记者注意到，除了人力、运力的扩充，新的仓配模
式——前置仓也开始应用于我市快递企业。前置仓用于
提前接收、储存各大电商平台预售的商品，缩短配送时间。

11月1日凌晨，南岸区南坪某小区消费者付了尾
款。早上7点左右，包裹从顺丰前置仓发出，7点54分抵
达该小区的菜鸟驿站。

顺丰速运重庆航空中转场负责人邹权表示，“双11”
期间，顺丰推出的“极效前置”服务，大大缩短了投递时
长。

“双11”预计投递业务量同比增长60.3%

1.34亿件快递发往重庆

“买买买”和“卖卖卖”数据不断刷新

“双11”显现重庆消费强劲经济复苏良好态势
□本报记者 向菊梅 黄光红

今年“双11”，重庆“买买买”再破纪
录！数据显示，11月1日至11日，重庆人
在天猫上消费额排全国第7。11月1日至
11日13时，重庆人在京东上的成交额环比
增长98%。

其实，在重庆，“双11”不仅是“买买
买”的狂欢，更是重庆商家拉升营业额的一
个机遇。近年来，重庆深入实施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尤其是今年疫情后，出台《关于加快线
上业态线上服务线上管理发展的意见》等
多个文件，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快
速崛起。

来自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1-9
月，重庆网络零售额达938.4亿元，同比增
长12.7%，比全国高2.9个百分点。其中，
实物型网络零售额620.7亿元，同比增长
24%，比全国高3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
位网上零售额增长44.6%，比去年同期高
34.8个百分点。

“买买买”和“卖卖卖”数据不断刷新背
后，更深层次的逻辑是数字化带来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在产品生产、销售和流
通等环节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已成为拉动重庆消费、促进国内大循环
的一股重要力量。

3分钟，3万多单，销售额超过100万
元——“双11”期间，重庆辣有引力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下称辣有引力）参加了10多
场直播带货，每场都有不错的收获。其中
一场直播带货，更是交出了这份漂亮的“成
绩单”。

“几年前，我们在网上卖100万元需要
整整1个月时间。”辣有引力副总经理梅浩
说。

辣有引力主要生产、销售小面、酸辣粉
等10多款重庆特色食品，于2016年在天
猫上开设旗舰店。但由于缺乏流量支撑，
最初的 1 年左右时间，店铺不温不火。

2017年，淘宝直播业务逐渐兴起，商业嗅
觉敏锐的梅浩抢抓机遇，邀请淘宝排名前
十主播带货。

“此后，店铺流量增长太快了。”梅浩回
忆，营业额迅速从“每天 1000 元跃升至
10000元”。

2019年下半年起，辣有引力又陆续请
来李佳琦等超头部主播为其直播带货。去
年以来，其“金牌干溜”小面多次冲上天猫

“重庆小面”类目销量第一。
辣有引力的例子，仅仅是直播带货在

重庆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5月，重庆启动实施了“加快发展

直播带货行动计划”，通过“线上引流、线下
消费”推动直播带货和“网红经济”发展。
目标是到2022年，打造20个以上产地直
播基地，至少发展100家具有影响力的直
播电商服务机构，孵化1000个网红品牌，
培育10000名直播带货达人，力争实现直
播电商年交易额突破百亿元。

该计划实施以来，重庆各区县及众多
生产、流通和服务等领域的企业，纷纷布局
直播带货，全市掀起了直播带货热潮。

譬如丰都县，今年已累计开展各类直播
活动100余场次，线上直接销售“丰都牛肉”

“丰都麻辣鸡”等农产品累计超过3000万元。

譬如重庆百货，仅今年1-8月，其百货
业态就组织直播1200余场。在10月30日
晚开展的直播活动中，重庆百货总经理何
谦领衔带货，当日品牌零售业绩突破900
万元，创重百云购单场新高。

专门承接直播带货业务的叁岁（重庆）
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公司今
年拿下的商家直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倍以上。

市商务委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9月，
全市共计开展了近10万场次直播带货活
动，实现零售额超50亿元。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沈红兵认为，重庆
布局直播带货这种新业态，既加速了本地
吃喝玩乐等各业态线上线下融合的步伐，
也从需求侧起到了拉动消费、促进国内大
循环的作用。

销售新业态 直播带货让渝企线上销售越来越火

11月3日晚，市民蒋女士等5人在花
卉园某火锅店吃了一顿火锅，套餐价格为
350元，但结账时，她使用手机上的电子优
惠券，只付了不到170元。

“前几天，我在线上抢到了这家火锅店
的优惠券，现在到线下门店来使用，感觉既
方便实惠又新鲜。”蒋女士说，没想到，今年

“双11”，餐馆也在线上搞起了促销。
重庆日报记者发现，今年“双11”大促，

“主角”除了线上各大平台和商家外，还有
线下的餐馆、超市、百货商场、购物中心等
各路商家和卖场。

如支付宝开展的“双11”活动，吸引了

重庆上万线下商家通过饿了么(含口碑)、淘
票票、大麦、飞猪等阿里经济体平台参与促
销。市民上支付宝搜“重庆”，可在“吃喝玩
乐”等方面享受最低五折起的多重优惠。

除了以线上优惠券促销，重庆线下商
家和卖场也通过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
场景吸引顾客。

如，重庆江北观音桥苏宁易购广场，同
步上线了云店，为消费者打造线上线下融
合的“24小时不打烊”购物场景——云店与
实体店卖同样的商品，消费者在云店下单
后，如果收货地距离该广场3至5公里，1小
时左右就可送货到家。

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重庆店，其在售
商品超过20万款，但其中部分商品并未摆
放在现场，而是在云货架上。消费者在现
场如果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商品，可扫码进
入云货架，在“云端”挑选。

还有很多小店，也在加快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步伐。

位于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的红鼎烟酒
便利店，与阿里巴巴零售通合作进行了智
能化改造。店内有一台“如意”POS机，不
仅可供消费者扫码付款，还能够帮助店主
以智能化手段进行门店管理。

“升级为数字化小店后，进销存管理更

加高效。”该店老板赵旭亮介绍，一方面，可
通过“如意”POS机及其大数据分析，有针
对性地下单进货；另一方面，“如意”POS机
还有“库存预警”功能，其后台会根据店铺存
货及日常销售进度，提示赵旭亮及时补仓。

据悉，像“红鼎烟酒便利店”这样的数
字化小店，目前重庆共有6000家。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
市各大百货商场、超市、购物中心和商家纷
纷搭建起智慧平台系统，通过精准导购、线
上线下一体化消费、网上结算等综合服务
功能，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新型消
费发展。

以重庆百货为例，得益于数字化转型
等因素，该公司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超
过1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达到7.53亿元，同比增长11.62%。

零售新模式 线上线下融合带来购物新体验

“付999元，可买11件任意款衣服。”
11月2日，渝北区，一家名为“衣知猫”的社
区服装店在“双11”期间开业。店铺里，有
毛呢大衣、羽绒服、裙子等各个品类。其大
力度的优惠，迅速吸引消费者眼球。

999元买任意11件，店铺怎么赚钱？
“衣知猫”母公司重庆睿诚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下称睿诚实业）总经理何煜告诉
记者，“这个价格确实赚不到钱。但我们的
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收集客户数据，实
现C2M（用户直连制造）服装定制模式”。

何为C2M？据称，该公司设计出的新
款服装，并不马上投入生产，而是先在“衣
知猫”微信小程序上发布，让会员选择喜欢
的衣服款式点赞。后台数据库会让点赞多
的产品进入“爆品”库，公司照此下单生产。

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传统服装行业
一直存在的“库存大”痛点，也缩短了新品
推出的周期。“消费者点赞后7-14天，便可
以上门店取货。门店每周都会推出更新款
式，大大缩短服装生产销售周期。”何煜说。

无独有偶。重庆木朵朵家具工厂(下称木

朵朵)也利用C2M模式重构了传统生产链。
“过去，传统家具厂是生产出产品，等

着消费者来买。现在，我们是通过平台接
收消费者个性化订单采购、生产、发货。”木
朵朵创始人刘春介绍，依靠这种模式，木朵
朵节省了库存等成本，2019年，其年销售
额达到了3000万元左右，工厂还增添了智
能化设备，木朵朵从几平方米木工作坊，已
蝶变成几千平方米的现代化工厂。

事实上，在重庆，采用C2M模式的企
业还有不少。

重庆市磁器口陈麻花食品有限公司
（下称陈麻花公司）携手重庆飞象工业互联
网有限公司，依靠后者提供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服务，运用大数据匹配生产销售各环
节，“以销定产”。得益于此，其产品口味由
原来的8种增加了20多种，线上销量由过
去的1000单左右攀升至如今的至少3000
单，在今年疫情影响下实现逆势增长。

重庆莱得快美食文化有限公司依托
C2M模式，直接通过800多家线下门店及
线上订单情况匹配工厂生产，大幅度提高
生产效率。

重庆食品品牌渝美滋通过C2M模式
造爆款，年销售额成倍增长。2019年，其
线上销售额达到近亿元。

生产新模式 C2M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销售业绩

数说重庆电商快递业（2020年1-9月）

●全市共计开展了近10万场次直播带货活动，实现零售额超50亿元

●重庆网络零售额达938.4亿元，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2.9个百分点

●重庆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05.64亿元，

同比增长13.57%
●全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9236.98万件，同比增长25.68%

（资料来源：市商务委） 制图/李梦妮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京东亚洲一号
（简称“亚一”）重庆仓看到，智能分拣线像
一条长蛇回旋盘绕，总长度达数公里。

这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电商物流智能
分拣线之一——消费者一点“下单”，“智能
大脑”将在0.1秒之内把信息发送给仓库，
随即进行智能排产、商品包装耗材推荐及

路径优化等。
京东重庆公

司副总经理李小龙介绍，仅这一条智能分
拣线，每小时即可处理1500个包裹，其效
率比人工提升 5倍以上，精准率则接近
100%。在智能化的支撑下，亚一重庆仓每
天处理订单30万单以上。

如今，京东正继续加大在渝布局的力
度。今年底，占地308亩的亚一重庆仓二
期工程将开工建设。该工程将大量引进机
器人，打造一个更加智能化的物流仓库。

其他企业的物流仓储设施同样先进。
比如，重庆顺丰产业园建有智能仓储系统，

可以根据不同商品设置所需要的温度，从
25℃到－25℃，多温区灵活组合，适合各界
需求；又比如，位于渝北的圆通重庆转运中
心，有交叉带、五面扫、摆轮、摆臂等多种智
能化设备，以及20条卸车自动化分拣线，
最高进港日处理量可达150-160万单，出
港日处理可达60万单及以上。而中通快
递在渝北、巴南的两个转运中心，均配备有
大件摆轮自动分拣线、小件交叉带自动分
拣线等智能设备，大幅度提升了包裹分拣
效率，日均快件处理能力超过200万票。

如今，通过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快递物
流公司，已在重庆形成一个新兴的产业集群，
成为推动重庆新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数据显示，1-9月，重庆市邮政行业业
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
入）累计完成 105.64 亿元，同比增长
13.57%；业务总量累计完成139.90亿元，
同比增长18.71%。1-9月，全市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49236.98万件，同比
增长25.68%；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7.04
亿元，同比增长15.32%。2019年，全
市拥有快递服务营业网点4925处。截
至今年6月底，重庆拥有菜鸟驿
站总数约2800家，成为名副其实
的菜鸟驿站第一城。

物流新技术 数字化智能化让快递效率更高

11月11日，顺丰速运重庆航空中转场，工作人员正在向自动分拣机供件。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重庆在天猫上的消费额
排全国城市第7

今年“双11”，中国消费纪录再次被刷新。11月
1日至11日，天猫成交额达4982亿元，京东成交额

2715亿元。其中，重庆人在天猫上的消费额排全

国城市第7，和去年持平；11月1日至11月11日13

时，重庆人在京东上的成交额环比增长98%。

哪些区县最“剁手”？
今年“双11”，天猫大数据显示，重庆购买力最强

城区依次为渝北、九龙坡、南岸、沙坪坝、江北。而在
京东上，重庆购买力最强城区依次为渝北、沙坪坝、九
龙坡、南岸、江北；购买力最强镇街依次为大学城、蔡
家岗镇、陈家桥街道、两路街道、虎溪街道；女性消费
者占比47%，35岁以下用户占比63%。

重庆哪些东西卖得火？
今年“双11”重庆“卖卖卖”也亮点频出。
京东大数据显示，重庆农产品成交额增幅排名

前5名依次为火龙果、猪肉、食用油、橙子、茉莉花
茶，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14.06 倍、12.56 倍、

10.62倍、8.19倍、7.16倍。本地知名品牌成交
额同比增长排名前5的为桥头、石宝寨、白市驿、老
四川、桐君阁。

全国B2B快消品平台淘喵喵
上 ，重 庆 地 区 共 上 线

4674个商品，11月1日
至 11日 16时，销量排
名前5的品类依次
为粮油调味、饮料、
休闲食品、奶制品、
方便食品。

数读“双11”

资料整理：记者 向菊梅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等

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