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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购物车就坐等收货？
双十一后警方提醒

当“剁手一族”顶着黑眼圈付完尾款、
清空购物车，就可以安心在接下来几天坐
等收货了吗？警方给广大网购爱好者发
出提醒，每年的“双十一”期间，同时也是
电信网络诈骗高峰期，即便已然下单，网
购诈骗隐蔽、多样的诈骗手段也往往令人
防不胜防，绝不可掉以轻心。

为了更加安心地买买买，请大家收下
警方精心准备的“双十一”防诈骗指南。

套路1:伪红包
“双十一”期间，很多人在微信群、朋

友圈中分享红包,但并不能直接领取,而
是要先关注并分享,或转发一定数量的好
友或群,这种红包可能涉嫌诱导关注、增
加粉丝。通常需要填写个人信息或者跳
转到不明网站，其目的可能是获取个人信
息或通过钓鱼网站窃取银行系统随机发
送的验证码。网友需慎点此类红包领取
链接,接到此类信息如有疑问,可拨打电
商或第三方支付网站官方客服咨询确
认。若不慎点击,应第一时间关闭手机网
络,修改网银、支付宝等重要账户密码,并
通过安全软件查杀木马病毒。

套路2:假客服
“双十一”期间抢购高峰网速较慢,网

银交易很可能出现迟缓的情况。一些不
法分子便冒充客服,假借“所购商品出现
了卡单、调单或交易失败等情况,若逾期
处理,账户资金将被冻结”等理由,要求到
银行ATM机前操作退款，以诱骗网友将
钱汇到骗子的账户中。诸如“卡单”“调
单”“激活订单”等多为诈骗术语,网友们
见此类词语基本可断定是骗局。

套路3:信用提额
“双十一”期间,因现阶段资金无法支撑

其暴增的购买力,不少人想方设法提升花呗
或信用卡额度,而这正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
机。不法分子通常会冒充花呗或银行客服,
谎称可以提升信用额度,继而以支付“服务
费”为由,诱导网友扫其二维码支付,从而实
施诈骗。提高透支额度要经过严格审核、提
供相关证明,并且不会额外收取费用。

套路4:中奖免单
“双十一”期间，各种抽奖、免单活动

较多,消费者收到这类信息后一定要仔细
甄别,详细了解活动规则,跟正规客服求
证,不轻易汇款、转账。遇到“账户异常”

“缴纳保证金”等情况要谨慎,小心上当。

套路5:“双十一”后退款诈骗
“双十一”后,不法分子常以“退款”

“退货”为由假扮客服,要求消费者点击其
提供的“钓鱼网站”链接,盗取持卡人的银
行卡密码及动态验证码。要谨慎对待自
称网购客服的电话或短信,切莫泄露银行
卡账号、户名、动态验证码等信息。

套路6:“双十一”后快递诈骗
不法分子会从非法渠道获得客户信

息、假快递单等,随后冒充快递员提前联系
消费者,把假货送到消费者手中,称“货到
付款”以骗取钱财。签收包裹前,务必按官
网的信息核实对方身份,并确认是否是自
己的包裹。在取货之后,记得把自己的个
人信息从包裹上抹去,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遥

11月11日中午，苏宁发布了双十一当天
12小时半程战报：12小时苏宁易购线上订单量
同比增长86%，“随时”平均送达时间仅22分
钟，苏宁小店代收包裹量达60万个，北京、上
海、南京超3万人在苏宁菜场下单预定。

全新上线的家乐福履约中心半天订单量已
达15万，最快送达仅用时16分57秒。此外，
苏宁广场和苏宁易购广场客流量同比增长
46%，销售额同比增长56%。

在重庆地区，线上和线下销售同比增长超
过30%，其中水果、大米、蔬菜成为了消费者在
苏宁下单最多的商品。

飞天茅台卖出53吨
在家电方面，质优爆款空调单品销量同比

提升 653%，破壁料理机销售同比提升超
392%，明装采暖销售超1000套，对开门冰箱订
单量同比增长107.8%，洗烘一体机订单量同比
增长61.3%，品质厨电销售同比增长415%。

12小时内以旧换新热情最高的城市分别
为上海、北京、杭州，4K 超高清智能电视、

500L+无霜对开智能冰箱、大1.5P节能静音挂
壁式空调最受欢迎。

在手机方面，12小时里，苹果、荣耀、华为
位列手机销售额排行榜前三。

在苏宁力推的百货和快消方面，35吨的53
度飞天茅台很快售罄，SK-II神仙水也已售出
一个集装箱。

在社交电商方面，苏宁拼购双羽绒服卖出
5万件、棉拖鞋10万双、面膜20万片。苏小团

最高佣金团长收入2.6万。

大城市人爱“随时”收包裹
今年双十一，苏宁推出了“1小时场景生活

圈”，并打造了“1公里30分钟达闪电配送+苏
宁全业态1小时内触达到”的产品“随时”。12
小时数据显示，“随时”订单最多的10座城市依
次为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平均送达时间仅
22分钟。

在物流方面，12小时里，苏宁物流火箭哥
里程数达到200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跑了
500圈。苏宁帮客县镇服务中心配送订单量达
到8.1万单，安装维修订单量达到6万单。其
中，苏宁物流“乡村跑男”半天的行走总里程超
过400万公里。

首次参与苏宁双十一的家乐福，半天售出
卡乐比水果麦片 3.3 万件、NDP红富士苹果
14.4万斤。全新上线的家乐福履约中心半天订
单量已达15万，最快送达仅用时16分57秒。

苏宁小店线上订单环比增长5倍。小店生
活帮服务订单1.8万单，代收包裹已达60万

个。在县镇市场中，苏宁零售云12小时销售量
同比增长1203.4%，苏宁易购电器店客流量也
达到了200万人次。

2元店、电竞观赛带动全民嘉年华
双十一期间，重庆苏宁还在解放碑亮相了

重庆首家“2元快闪店”，邀请消费者花费2元，
以弹珠游戏形式，获得扫地机器人、空调、耳机
等商品，与全国消费者共同瓜分10亿元的红
包。在活动三天时间内，共有上万名消费者参
与了2元店的活动。

与此同时，11月10日至11日，重庆苏宁还
邀请了重庆近500名电竞粉丝，在大都会观看
了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见证了中国战队FPX
夺冠过程，此外，还邀请杨洋、肖战等粉丝团成
员，在苏宁易购门店包场观看与湖南卫视共同
打造的双十一嗨爆夜。活动期间，重庆地区线
上和线下销售同比增长超过30%，水果、大米、
蔬菜成为了消费者在苏宁下单最多的商品，而
专业游戏本、iPhone手机等专属年轻消费者的
产品，排在苏宁双十一热销榜前列。

双11期间，火热的直播带货背后，这些直
播主播们究竟啥状态？他们的生活与带货收
益真的如网络传说的那样吗？重庆晨报·上游
新闻记者在重庆渝北区见到了90后带货主播

“吃货妹妹”谢筱箐。
谢筱箐是一个名为“为美味而生”的直播

团队主播之一。
团队负责人张小江说，做淘宝直播3年，

这是主播们第一次在重庆过天猫双11。他负
责的“为美味而生”直播间，今年双11销售目
标是突破500万元，如果主播“吃货妹妹”谢筱
箐的工作时间按分钟来计算，她每分钟卖货约
6000元。

每分钟带货约6000元
“这个汤料真的太厉害了，里面有虫草花、

茶树菇等8种菇类，建议大家先放到凉水中，
泡发半小时，然后倒在锅里煮，营养都在汤里
面……”在“吃货妹妹”谢筱箐的直播间，她正
在给粉丝们推荐一款煲汤干料包，一边喝着
汤，一边教大家如何制作。

“15号链接，领15元券，总共87块，两大
包一共是8小袋哦，建议大家两份一起拍哦，
更划算。”直播间内，也会发放很多代金券，给
出粉丝福利。

旁边还放着石斛、菌菇、小米、黄山烧饼、
洪湖藕带、玫瑰酸枣仁粉等产品，这些都是谢
筱箐今天要直播的产品。

“11月1日-10日预热，11日0点以后爆
发，一直播到了3点钟，4点钟休息。然后，早
上7点又开始直播。”截至到中午两点，主播已
经直播两场了，推了70多个品类的产品，按照
今年的任务分解，她今天要完成160多个产品
的推荐，每分钟要带货约6000块钱。

直播团队从2人到30人
3年前，主播“吃货妹妹”谢筱箐还在四川

自贡的一家快餐厅工作，当时张小江也在自贡
做一家冷吃淘宝店铺。

“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她颜值也不差，于
是我们一拍即合来做直播。”正值淘宝直播兴
起，张小江邀请谢筱箐来试试看做“吃播”，没
曾想谢筱箐亲切的“邻家小妹”形象，很快吸引
了大量粉丝，仅仅做了一个月就做到食品主播
的top1，尝到了甜头，两个人就继续往这个方
向走。

张小江说，2016年发展很顺利，当年的双
11当天就做了几十万的销售额。2017年仅

“双十一”一天就达到近200万，直播收益远远
超过自营店铺的收益，“这使得我们开始全身
心放到服务商家。”2018年超过400万，现在
依靠3名主播每天平均带货约40种，团队也
做到了30人。

希望把直播间开到田间地头
今年的双11，张小江并没有盲目的扩大

带货规模。他说，今年很多精力都放在了直播
间背后的产业链条，一方面要把自己经营的火
锅底料工厂做起来；另一方面，自己还在尝试
实体火锅店。

“今年，我们变得更土味了”，张小江说，
“今年参加了数十场山区里的农产品直播，比
如万州的乌江榨菜、奉节的脐橙，通过淘宝直
播把他们带火了。”

今年天猫双11，张小江的公司新增了两名
主播，打算新开两个直播间。“今年我们最大的愿
望就是，让主播走出去，让消费者看到农产品的
产地、环境，发掘更多的本土美味。”

据张小江介绍，3年来，直播间服务了总
共近3万个产品，服务的商家数量也有3000
左右，其中90%都是美食。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舒

电商双十一大战 苏宁线上订单量同比增长86%

90后带货主播“吃货妹妹”的24小时
时间以秒算，每分钟带货6000元

双11触发消费热潮背后
是新消费场景和行为的爆炸式出现

京东全球好物节，重庆市消费增长强劲，活跃用户全国排名第6位

正 在 直
播的谢筱箐
（中）。

11月11日仅过去一小时03分59秒，天
猫双11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截至晚上7
时整，这一数据翻到了2262亿元，数据依然
翻飞。

同时，菜鸟网络数据显示，仅用16小时33
分钟，2019天猫双11物流订单量破10亿，比
去年提前6小时45分钟。

每年一届的双11并非只是天猫唱独角
戏，京东、唯品会等电商平台线上线下同时共
振，亦连创新高。位于重庆的京东电器超级体
验店，开业仅1小时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万
元，截至到11日中午12点，已有超过3万名消
费者到店购物、体验。

重庆市活跃用户全国排名第6位
数据显示，2019年京东全球好物节，重庆

市消费增长强劲。新用户增长迅猛，其中35
岁以下人群占比58.13%，高于全站平均水平，
重庆市活跃用户全国排名第6位。

重庆的热搜词是：手机、电脑。重庆热销
品类商品按金额为：手机通讯、家用电器、电脑
办公、服饰内衣、数码类商品；热销品类商品按

销量为：手机通讯、食品饮料、服饰内衣、电脑
办公、美妆护肤类商品；消费特色是爱美的数
码电子产品达人。

在新兴的下沉市场，重庆同样表现强劲，
异地订单快速增长，同时异地订单同比增长达
114%。

新消费场景和行为正在爆炸式出现
这是全球消费者的新消费狂欢，中国的双

11再创新奇迹。正如天猫及淘宝总裁蒋凡
称，今年将是获得最广泛消费者参与的一届双
11。他透露，2019天猫双11淘宝App日活
将破 5 亿，天猫双 11 当天，预计通过天猫
APP、淘宝APP等参与购物狂欢的用户将增
长1亿。

今年参加天猫双11折扣的商品总数超过
1000万,首发新品超过100万，这些都强力拉
动了2019天猫双11的增长。蒋凡表示，这一
届天猫双11，是中国新消费时代的开始。新
的消费人口、新的消费供给，新的消费场景和
行为都正在爆炸式的出现。这将成为今年天
猫双11最显著的特征。

重庆购买力前三名
渝北、九龙坡、沙坪坝

天猫双11进行到距离收官还有3个多小
时。截至昨晚 9点 35分，成交额已攀升至
2420亿余元。

在西部会场所在地，重庆举行的天猫双
11晚会现场发布数据显示，到截稿为止最受
欢迎的出口国家和地区，是俄罗斯、中国香港、
美国、中国台湾以及澳大利亚等。中国服饰类
商品也是最受国外消费者喜欢的，小米、美的
都是受到了国外消费者的喜欢的电子企业。

截至昨日晚9点半，购买量靠前20大省
份中，广东、江苏和浙江位居前三位。总量排
名前十的城市中，成都、重庆都是位列排名前
十的城市。

重庆目前剁手力最强的区是渝北区、九龙
坡区、沙坪坝区，位居前三名，重庆消费者最喜欢
买的新品是华为手机、扫地机器人。重庆消费者
对于床垫、手机、眼部护理产品也非常喜欢。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杨野 李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