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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购物狂欢节今年已进入第9
个年头，天猫商城11日全天成交额再次
刷新纪录达到 1682亿元。随着多个电
商平台成交额数据被刷新，当日我省消
费和销售总额也有了新的突破。

在天猫平台，当日江西买家贡献了
42.37 亿元。据悉，今年 11 月 11 日，省
内“剁手党”们用了大约 14个小时就刷
新了2016年“双11”全天消费近30亿元
的纪录，刷新 2015 年“双 11”全天纪录
则仅用了6个多小时。

我省销售力不及购买力
记者梳理数据发现，就天猫平台而

言，去年“双 11”当天，我省网民在该平
台消费总额约为 30亿元，与此同时，我

省电商企业当日在该平台对外销售总
额为7.93亿元，逆差总额超20亿元。而
今年，在该平台，我省买入和卖出的总
额分别为 42.37亿元和 11.67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41%和 47%，但逆差也扩至
30.7亿元。

按照商品种类划分，今年“双11”我
省买家购买最多的是手机、毛呢外套、
羽绒服、平板电视、针织衫；我省电商企
业销售较多的是保暖套装、床、桌子、餐
具等。

从省内各设区市成交数据来看，11
月 11日，在天猫平台，南昌消费总额排
在第一位，占全省 32.3%，为 13.7 亿元，
同比增长 47%，赣州、九江紧随其后，分
别为6.2亿元、4.2亿元。

农产品“上行”越来越顺
对于瑞金市九堡镇谢村的农村淘

宝合伙人钟华来说，刚过去的“双11”是
他成为“村小二”以后经历的第三个“双
11”。据他介绍，今年村民们不仅下单
多，通过网上平台卖出去的农产品也
不少。

“前年‘双11’谢村网购订单只有大
约 70 件，去年增加到 130 多件，今年达
300多件。”钟华告诉记者，如今，随着互
联网在乡村的普及，农民不只是用网络
下订单，还利用它发现市场，甚至用互
联网创业。

钟华说，今年“双 11”，他第一次尝
试农产品“上行”，将村民家中的脐橙、

蜂蜜等农产品挂在网上卖，当天收到了
230 多个网络订单。此外，11 月 1 日至
11 月 11 日，脐橙网络预售订单接近
6000 件。接下来的几日，他将分批发
货，让脐橙尽快到达买家手中。

快递“乘坐”专列
“工作人员请注意，G1383 次列车

就要到站了，请做好接车准备。”11月11
日10时47分，G1383次列车准点到达南
昌西站。据悉，这是今年“双11”南昌西
站迎来的第一趟快递“专列”。提前在
16号车厢门口等待的客运员田俊在列
车停稳后，立即与G1383次列车长进行
交接。

记者从南昌铁路局了解到，今年11

月11日起至20日，该局将继续与
电商、快递、物流企业合作推出

“双11”电商黄金周运输服务，预
计发送高铁快运货物 385 吨，同
比增长22.2%。

据中铁快运南昌分公司负责
人介绍，“双 11”黄金周期间，铁路部门
充分依托高铁网络优势，优化运输方
案，在福州去往合肥、南昌方向，厦门
去往深圳、合肥、杭州、宁波方向，南昌
去往厦门方向的 7 趟高铁列车预留车
厢上办理高铁快运业务。同时，在此
期间，来自合肥、杭州、上海、广州、深
圳、宁波等 6 个方向的 14 趟高铁快运
货物，将实现 4 至 8 小时内运至南昌、
福州、厦门。

今年京东首次发布“双11”数据，累
计下单金额超过 1271亿元，其中“江西
老表”功不可没。

江西网购特色：爱家
从数据分析来看，江西人网购消费

特色用一个词可以形容：爱家。
江西用户在“11.11 京东全球好物

节”期间消费能力大幅提升，与去年同
期相比，消费金额同比增长了 77%。江
西用户的居家爱家，Top热搜词：手机、
羽绒服（男）、男鞋、牛仔裤（男）、毛呢大
衣（女）。

今年“京东全球好物节”，从金额

看，江西省消费者花费最多的是家用电
器、手机数码、电脑办公，其中最受欢迎
的商品是手机和平板电视。从订单量
看，订单量最多的品类是：服装、食品饮
料酒类、美妆个护，其消费结构中的占比
均比平日有较大幅度提升。与全国其他
省份相比，作为一个气候潮湿的南方省
份，干衣机在江西用户中深受欢迎。由
于饮食习惯受相邻省份广东福建影响，
江西用户也青睐电炖锅。

江西购买力最强的城市分别为：南
昌、赣州、上饶、宜春、九江。南昌的用
户主要花费是在手机数码、电脑办公、
家用电器，手机数码消费超过 25%，花
费集中在手机、平板电视、笔记本等电
类商品。

网购群体女性占主角
京东数据显示，在“京东全球好物

节“中，江西女性用户购买最多，女性用
户占比比平日有明显提升；参与大促的
消费者中“90 后”明显增加，而 56 岁以
上的中老年用户的增长有力。来自京
东 5 年的用户画像大数据显示，5 年当
中 女 性 网 购 用 户 数 复 合 增 长 超 过
200%，而男性要低于女性。

分析近5年的京东大数据用户画像
会发现，白领虽然一直占据着网购的主
要人群位置，但是蓝领、公务员和学生
的占比在逐年上升，可见随着电商业务
的发展，对于一些非互联网的核心用户
群体来说，都在被慢慢渗透并成为电商

的辐射人群。
从年龄层上的分布来看，在近五年

的年龄变化中，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
出现了 8%左右的上升，也就是说电商
所吸引的用户群体，正在向两端扩展，
不仅仅是较为活跃的中青年，年纪更小
的新一代和年长的老一代也都开始使
用电商购物。

江西“剁手族”下单金额
5年增167%

江西在大家印象中属于不发达地
区，但通过分析全国各省的 5年下单量
复合增长情况来看，江西增速全国排名
第二。京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整体来
看，南方省份是这5年里增幅最大的，而

除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偏远地区也
通过电商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商品资源，
需求量均呈现出爆发性增长。

京东大数据显示，2012 年到 2016
年的五年间，我省消费者在双11期间的
整体消费金额、人均消费额和参与用户
数均有大幅增长，整体消费金额五年复
合增长率达 167%；江西消费者人均消
费金额 2016 年与 2012 年相比增长了
49%；参与“双 11”购物的江西消费者增
长更为迅猛，2016 年用户数量达到了
2012 年同期的 33 倍。同时数据显示，
在所有用户中，16-25岁这一年龄段用
户增长最为突出，2012 年到 2016 年我
省年轻用户在以每年 33%的复合增长
速度增加。

京东商城数据显示：我省网购族贡献不小

消费金额5年增167% 增速全国第二
16-25岁年龄段用户增长最突出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本报讯 （记者刘斐）尽管“双 11”
购物狂欢仍在继续，不少“剁手族”就
已经陆续收到快递员的电话或短信提
醒：你的包裹到家啦！

“没想到‘双 11’当晚在天猫上下
单买了一个煮蛋器，今天上午就来了
电话说包裹到了。这速度简直神了！”
家住经开区的南昌市民陈先生说，相
比于往年，今年“双 11”包裹抵达的速
度完全在意料之外。

电商发展日新月异，快递物流效
率逐步提高，受益的当然还是消费者。

今年 10月，江西中通速递南昌中
通搬迁到临空物流园区，有条不紊地
在“双 11”来临前对人员、设备磨合调
整，最大限度地保障“双 11”期间快递
进出港的需求。

“‘双 11’进入第九个年头，结合
此前经验做法稳步发展，现在的快递
物流业渐渐要走出‘汗水快递’的藩
篱，加快迈向‘智慧快递’新未来。”江
西中通速递相关负责人坦言，新场地
运用新科技上了两套双层自动分拣
线，每小时能处理 3.5万件，70名分拣
员一个班次可以处理 60万件包裹，分
拣差错率几乎为零，既提高了快递服
务的时效和稳定性，又节省了大量的
分拣人力。

12日下午，在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
圆通中转中心，记者得知，除了固定员
工外，公司今年“双11”期间从外包人力
公司增派了600名临时工。当天13时，
广播里喊出“又来一波快件”，分拣设备
再次运行，46岁的李阿姨立即起身，认
真查看流水线上的每一个包裹。

“别看我是临时工，由于有了前几

年的经验，在流水线上我可是分拣能
手，通过面单上的代号，一眼就能分辨
这个包裹该放在哪个区域。”李阿姨
说，“双 11”火了电商，火了快递，也能
带来一些临时就业岗位，意味着能增
加一份收入。

“目前，江西人买的‘双11’包裹大
部分还在路上。”在中通小蓝网点，负
责人叶生华已经加了两个通宵班。他
说，11日当天，仅李宁公司小蓝仓库就
发来1.3万个包裹。

12 日当天，从顺丰、圆通、中通、
韵达等各大快递公司反馈的信息来
看，11 日至 13 日上午为我省快递包
裹出港高峰，从 13 日下午开始，来自

全国各地的快递包裹潮将陆续进入
江西。

快递人的辛苦换来市民领取包裹
时的快慰。12日正值周末，陈先生陪
着家人在外购物，接到快递抵达的电
话后，他告诉快递员将包裹放在小区
芙蓉兴盛小卖部，等到家时再取。

这一幕正是如今快递“最后 100
米”多种解决方案的一种。“快递员送
件时间和消费者无法保持高度一致，
所以目前快递柜代放、物业或门店代
收成为快递‘最后 100 米’的解决方
案。”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代收代放已然成为快递揽派效率提升
的新趋势。

本报讯（记者赵影）“双11”狂欢已
落下帷幕，很多“剁手党”却准备启程前
往远方，他们囤的货是国内外的旅游商
品。随着消费升级，旅游业也大举进入

“双 11”促销大战，“机票最高直减 1000
元”“1元住高星酒店”等，今年“双11”各
大 OTA 的宣传促销力度空前，旅游商
品成为电商消费领域新热土。

日前，记者从省内旅游市场获悉，
多家省内旅行社也搭上“双11”顺风车，
推出多款特价线路产品抢占市场。

优惠力度大
我省居民“囤货”短线出境游

记者查询多家在线旅游电商平台
发现，今年“双 11”旅游产品类型多样，
从景区门票、机票、酒店到周边游、国内
游、出境游，为“剁手党”囤签证、订机
票、购入酒店和旅游产品，为今年乃至
明年的出游做准备。

“我在网上购买了6000元左右的毛
里求斯蜜月自由行产品，价格较平时便
宜近一半。”南昌市民黄女士告诉记者，
电商平台的旅游商品价格、行程特色一
目了然，非常高效。

我省居民今年“双 11”青睐囤货短
线出境游产品。记者从携程获悉，江西
游客“双 11”预定热门的国内目的地包
括三亚、厦门、丽江、昆明、北京、张家
界、成都、杭州、上海等，出境最热目的
地是巴厘岛、普吉岛和马尔代夫等海岛
方向。从同程旅游的预订数据来看，江
西游客在今年“双 11”期间，国内云南、
三亚、重庆、东北、桂林预订量较高，境
外目的地主要为芽庄、泰国、东欧、巴厘
岛等。驴妈妈数据显示，北京、三亚、长
白山、桂林等地的跟团游和自由行线路

非常畅销。境外方面，江西游客预订的
“双 11”产品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泰国、日本、越南、菲律宾、俄罗斯等目
的地。

休闲需求高
线下旅行社加入促销热战

“南昌直飞巴厘岛立减1000元”“泰
国 6 日游报名即送价值 260 元/人的泰
国签证”“周边游 60 元起”等，今年“双
11”省内赣中旅、康辉国旅、环境国旅等
多家旅行社也加入促销热战。

11 月 11 日，2017 中国（江西）红色
旅游博览会航空旅游主题馆内，东方航
空江西分公司等 11家航空公司联合举
办乘机和购票咨询、特价机票信息等活
动，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推出的“低
价”机票吸引市民关注咨询。

“对于线下旅行社来说，参与‘双
11’越来越成为全年促销不可或缺的
一环。”省内某大型旅行社负责人表
示，“大众旅游时代下，旅游休闲产品
正迎来更大市场，‘双 11’旅游商品供
需关系的建立也进一步说明旅游已从
奢侈品转为必需品”。

省内旅游人士邓飞表示：“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也进一步促进
电商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旅游休闲需
求得到进一步释放，

‘ 双 11’旅 游
产品消费逐
年增长为
更好地满
足出游需求提供便
利，让大众真正享受
到旅游的乐
趣。”

包裹大多在路上 今日起将迎高峰
代收代放已成快递揽派效率提升新趋势

旅游业大举进入“双11”促销大战

提前“囤货”出境游很划算

12日中午，圆通江西中转中心一片繁忙。记者刘 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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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仁辉

买买买 我省买家14小时刷新去年天猫全天纪录

江西人一天买了42亿元
购买金额超销售金额30.7亿元

天猫天猫““双双1111””全天成交额超过全天成交额超过16821682亿元亿元。。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