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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水

在中国电商企业刚刚举行的“双十
一”网购活动中，巨额的消费数据令世
界侧目，不仅体现了中国市场活力和潜
力依旧，许多企业依托前沿技术在中国
市场进行创新营销和产品定制也受到
全球业界瞩目。

阿里巴巴公布的电商平台数据显
示，“双十一”开始1分8秒后成交额就
达到了10亿美元。九个小时后达到
226亿美元，较上年同一时间点上涨
25%，单日销量相当于美国同行亚马逊
第三季度网店销售额的逾八成。另外，
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也实现了较可

观的销售数据。
路透社还特别注意到包括苹果、欧

莱雅和优衣库等外资品牌，也借“双十
一”实现销售额大涨。彭博社报道指出

“双十一”不仅是消费者的狂欢节，对于
投资者来说，“它也成为衡量中国经济
健康状况的指标之一”，文章引述了
Frost&Sullivan亚太区信息通信技术
主管Richard Wong的观点，“中国消
费者的消费意愿和经济信心在增强”。

保持巨额消费数据的背后，是许多
企业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
沿技术为自身赋能，得以在需求日益提

升的消费市场上占据更多份额。
多家外媒通过关注中国零食品牌

三只松鼠的销售数据，惊叹中国的消费
力。其中，福布斯杂志认为，大数据助
推下，中国消费需求不断被挖掘，同时
倒逼生产端在食品口味的丰富性、口味
的迭代升级上做出更多的探索和创新。

在大数据等技术赋能下，除了既有
消费群体外，消费主体增量正不断被激
活。过去两年，淘宝天猫的月活用户增
长了2.26亿，年度活跃消费者增长了
2.08亿，其中70%来自下沉市场。

三只松鼠相关人士表示，为迎合下

沉市场用户需求，会把供应链优势用在该
区域，并推出相应产品类型和组合。公司
与主流电商平台、社交电商、阿里零售通
平台、自营APP、团购等共同构筑了公司
全渠道营销模式，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提
供驱动力，降低销售渠道集中的风险。

法国欧莱雅负责人也表示，中国消
费升级方兴未艾。该公司注意到，2006
年至2016年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从
43.9%迅速增长至57.35%，新增城镇人
口超过2亿人，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
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型城市已超过200
个，数量大于欧洲总和。经济参考报

中国消费市场活力引全球瞩目

11月11日，全球期待的商业奇
迹如约而至。

在天猫平台上，特仑苏低脂牛奶
1分钟卖出10万盒；美的微波炉1分
11秒销量突破1万台……

在京东平台上，仅8秒钟，65英
寸电视机销量突破1万台；1分钟内，
扫地机器人卖出1万多台……

在当当平台上，1分钟售出图书
233万册，相当于一个大中型图书馆
的藏书。

今年“双11”，零点过后1小时3
分59秒，天猫平台成交额突破1000
亿元大关，比 2018 年快了 43 分 27
秒，再创新纪录。11月1日零时至11
日零时，京东平台累计下单金额突破
1313亿元。

数字不是“双11”的全部。天猫
及淘宝总裁蒋凡表示，这是一次体现
新消费力量的“双11”，新的消费人
群、消费供给以及消费场景大量涌现。

服饰类消费依然大热

服饰类消费一如既往地势头强
劲。在天猫平台上，阿迪达斯1分钟
销售额破亿元，耐克1分45秒销售额
破亿元，波司登、太平鸟等40多个品
牌2小时内销售额突破亿元。苏宁易
购发布的“战报”显示，“苏宁拼购”上
最火爆的产品是羽绒服和棉拖鞋。

母婴类依旧是囤货热门。11月1
日至10日，京东平台上母婴品类整体
成交额同比增长100%。

宠物类消费越来越火。11月 1
日至10日，京东平台上宠物驱虫品类
成交额同比增长277%，猫砂盆品类
成交额同比增长240%。

健康类消费快速增长。在天猫平
台上，蓓慈足浴器15分钟卖出1万
台，SKG颈椎按摩器15分钟卖出2万
台。在京东平台上，1小时内，互联网
医院订单量同比增长45倍，消费医疗
成交额同比增长54.34%。

爆款新品纷纷亮相

今年“双11”众多爆款产品有一
个共同特点——新品。在天猫平台
上，有超过100万款新品选择在“双
11”期间首发。超过50%的美妆大牌
甚至打破惯例，纷纷把一年中最受关
注的“圣诞礼盒”提前到“双11”发布。

互联网原生品牌大放异彩。2分
钟，“自嗨锅旗舰店”的自热小火锅成
交额突破百万元；6分钟，瘦身代餐品
牌“超级零”成交额突破百万元；20分
钟，网红饮料“元气森林”成交额超过
去年“双11”全天……这些新品牌成
为激发新消费的新供给。

新供给还来源于海量的进口好
货。截至10月31日，有78个国家和
地区的超过2.2万个海外品牌入驻天
猫国际，覆盖4300多个产品类目。

直播有力拉动“买买买”

每年“双11”都会催生出消费新
场景。今年，以直播为代表的内容化
生态，因其极高的用户黏性和成交转
化率，成为品牌和商家运营的又一重
要阵地。

“双11”开场仅仅1小时3分，淘
宝直播引导的成交量就超越去年“双
11”全天；到8时55分，直播成交额突
破百亿元。直播已成为拉动消费的重
要增长点，有超过半数的天猫“双11”
商家借助淘宝直播卖货。今年“双
11”，全球近百个品牌的总裁走进直
播间。各行各业都开起了直播，其中
家装和电子消费两个行业，直播引导
的成交量同比增长均超过400%。

新技术成为推动网购奇迹的重要
力量。截至目前，已有上千家店铺升
级到天猫旗舰店2.0。旗舰店2.0重新
定义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有了AR
（增强现实）试妆功能，消费者可以在
线查看口红颜色与肤色是否匹配。有
了3D技术，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观
看智能3D实景图，实现线上线下体
验交融。

人民网

成交额再创纪录 消费力强劲释放
“双11”见证中国网购奇迹

初冬时节，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罗汉洞村终南山古观音禅寺内的千年银杏树满目金黄，落叶宛如金毯，吸引游客前来
参观游览。 刘潇 摄

千年银杏立古刹千年银杏立古刹 叶随风雨满地金叶随风雨满地金

11月11日8时55分，正在手机上
查看购物车是否还要装点啥的杭州徐
女士收到了一条物流信息，显示她在
11日零点下单的运动鞋已经签收，此
时离2019年“双11”正式启动过去不
到9小时。

“血拼”还没结束，包裹已经抵
达。“双11”的第11个年头，快递物流
行业不断发展壮大，配送效率提升为
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

更快捷：
有信心、有底气做出承诺

“双 11”买的东西，“双 12”还没
到。在“双11”推出的最初几年，快递
物流成为严重影响消费者体验的一块
短板，等待时间长、包裹遭遇“暴力”对
待、遗失率高等问题层出不穷。

然而在今年，11月 11日 8点 01
分，某网购平台“双11”第一亿个包裹
发出。8小时，刷新纪录。从2013年
以来，同样数量的订单发货时长已经
缩短40个小时。

数家中国主要快递公司还在“双
11”前夕宣布，从11月 11日 0点起，

“长三角26个城市”互发的“双11”旺
季快件，一经揽收，72小时内必须送
达，否则将按规则给消费者赔付。这
是中国快递公司首次对“双11”旺季的

配送效率做出公开承诺。
中国快递业经过10年峰值历练，

具备了更稳定、高效的服务能力，所以
才敢于在“双11”这种全球独一无二的
快递“洪峰”中率先承诺时效。

航空运输则是为包裹插上了翅
膀，即使要跨越千余公里，包裹隔日达
甚至当日达也能够实现。

更智能：
科技创新成快递竞争制高点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
作栋日前表示，预计今年“双11”高峰
期将从11月11日持续至18日，高峰
期间全行业处理的邮快件业务量将达
到28亿件。其中，最高日处理量可能
达到5.2亿件，是二季度以来日常处理
量（1.74亿件）的3倍。

“双11”的快递量每年都在刷新纪
录，单纯依靠“人海战术”提升效率已
经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在快递行业的仓储、
运输、配送等环节正大展拳脚，刷脸、
扫码等让包裹取、寄提效，为“双11”带
来便捷、智能的服务。

“双11”“买得多、送得快”背后，是
快递行业推动物流和供应链数智化升
级，大量预售商品已经提前下沉，这些
订单近九成都可以当日或次日送达。

“通过系列智能解决方案，我们在
节省驿站40%精力的同时，也能让快
递服务效率提升50%。”一位物流技术
负责人表示，新的数字化方式，将带来
更好的用户体验。

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递业依靠商
业模式的创新，做到了规模全球第
一。如今，在向“智能+”时代迈进的过
程中，谁的科技创新越多，谁就占据了
快递业竞争的制高点。

更绿色：
人人参与的环保行动

每年“双11”快递业务量的暴增，
带来了纸盒、塑料袋、胶带、白泡沫等
包装物的极大消耗。全力破解快递包
裹的环保问题，成为电商、快递的共
识。随着电子面单使用率超过99%、
快递一联单的普及，加上可循环帆布
袋加大循环应用，“回箱计划”大面积
落地、箱型算法推荐、原箱发货等，正
在带来一次更加绿色环保的“双11”。

多家快递公司共同推出史上最大
的“回箱行动”，已覆盖全国31个省
份。2019年“双11”期间，全国将有4
万个驿站、3.5万个快递公司网点进行
绿色回箱行动，对快递纸箱和包装物进
行回收再利用，消费者捐献纸箱还有机
会助力植树造林。 新华每日电讯

更快捷 更智能 更绿色：“双11”背后的快递转型

在日前举行的2019年中国国际
信息通信展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陈肇雄介绍，我国5G商用进程
加快，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城
区已实现连片覆盖，预计到年底，全国
将开通5G基站超过13万座。

“要加快5G网络部署，深化共建
共享，早日建成覆盖全国、技术先进、
品质优良、高效运行的5G精品网络。”
陈肇雄说。

运营商正在加快打造5G精品网
络。据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介绍，中
国移动坚持以独立组网为网络目标架
构，加快精品网络建设，今年将在50
个以上城市进行5G网络部署，提供商
用服务，明年将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
提供5G商用服务。

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透露，中
国联通与中国电信正共同打造全球首
张5G共建共享网，通过共建共享，实
现覆盖翻倍、速率翻倍、服务更优，客
户可以享受到更大带宽、更高速率、更
广覆盖的5G网络服务，目前双方已在
24省市开通5G共建共享基站。以速
率为例，最新的测试数据显示，共建共
享的5G网络峰值速率可达2.5Gpbs，
是全球5G现网中测得的最高速率。

“5G商用，网络是基础。”中国电信
董事长柯瑞文在通信展开幕式上宣布，

同步在深圳正式开通5G独立组网商用
网络,为5G网络演进迈出坚实一步。

产业链上下游也在全力推进5G
建设。中国铁塔董事长佟吉禄介绍，
5G牌照发放后，中国铁塔全量承接统
筹电信企业5G建设需求，充分利用已
有197万站址资源和千万级站址资源
共享建设，降低客户成本，助力5G网
络快速规模部署。目前，中国铁塔承
接5G建设需求超过10万个，建成的
5G站址中97%是通过已有站址共享
改造完成的，显著节省了建设成本。

“5G商用，应用是关键。5G既为
公众客户带来全新体验，更为政企客
户注智赋能。我们要提供媒体直播、
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等行
业解决方案，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柯瑞文说。

陈肇雄强调，要加快5G在工业、
交通、能源、农业等垂直行业的应用创
新，探索培育新模式、新产品、新业态，
打造融合应用生态，推动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

杨杰表示，要推进5G和其他信息
技术的融合创新，充分发挥乘数效应，
助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提升各行各业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水平。中国移动将聚焦14个重点行
业打造100个5G应用示范场景，助力

高质量发展。
“中国联通重点聚焦工业互联网、

智慧城市、新媒体、交通、医疗、教育、
文旅等行业开展5G应用示范。目前，
我们主要提供的是大带宽服务。不久
的将来，将能够提供低时延与海量连
接的服务。”王晓初说。

“总体来说，5G将与产业深入联
动，构建10万亿元大生态。”中国信通
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工程师
李亚宁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5G将赋能工业与工业互联网。有数
据显示，2022年至2026年 5G+工业
互联网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464%。
同时，工业、工业互联网也将成为5G
应用的最主要领域，带动5G产业本身
的发展，有预测显示，到2035年工业
互联网会占5G整体收入的80%。

但是5G融入百业尚需时间，李亚
宁也坦言，现在“5G+工业”仍处于一
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大多以点状应用
为主，尚未大规模铺开。但是企业的
积极性很高，一些企业开展了部分场
景的5G应用，基本集中在质量检测、
远程监测运维、移动巡检等增强移动
带宽类场景，智能物流、过程管理、远
程控制、弹性化网络部署等场景还需
要实际验证。

经济日报

5G网络加速覆盖

11 月 12 日，商务部网站消息显
示，当前新一轮改革开放为外贸发展注
入新活力，政策红利逐步释放，营商环
境持续改善，企业政策获得感增强。问
卷调查显示，70%以上的企业对稳外贸
政策落实情况总体满意。

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表示，商务部
大力推动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
局、商品结构、经营主体和贸易方式等

“五个优化”，持续推进外贸转型升级基
地、国际营销网络和贸易促进平台等

“三项建设”，积极推进贸易高质量发
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1至10月
外贸发展稳中提质。

首先，规模保持稳定。1至10月，
我国进出口总额 25.63 万亿元，增长
2.4%。从国际比较看，根据WTO最新

数据，前8个月，我进出口增速高于全
球主要经济体平均增速。

其次，结构持续优化。国际市场布
局优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增长9.4%，占比较2013年提升4.1个
百分点至29.1%。国内区域布局优化，
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13.8%，高于整体
出口8.9个百分点，占比较去年同期提
高1.4个百分点至18.1%。商品结构不
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达58.3%。

另外，动力转换加快。深入培育贸
易新业态新模式，扎实推进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和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建设，出
台完善税收等领域相关扶持政策，跨境
电商、市场采购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蓬
勃发展，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经济参考报

商务部：前10月外贸发展稳中提质

在咖啡店里啃英语书、参加同声翻
译上的英语情景教学课……最近，普陀
区的一个外卖小哥成了朋友圈的“网
红”。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才
艺，而是他为了梦想不懈努力的样子打
动了很多人，他就是“网红”骑手徐小
超。

外国客户无法交流

徐小超是江西上饶人，3个多月前
只身来上海，辗转成了饿了么“专星送”
的骑手，负责送星巴克咖啡的外卖订
单，每天接单量在20单左右。

而每天送单之余，他做的最多的，
就是在咖啡店里认真地看英语书。小
徐告诉记者，上学时他就对英语感兴
趣，无奈高中毕业后没机会再学习。为
了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他选择来上海做
骑手，送单区域里常遇到外国客户。“送
餐时，人家来一句英文，我完全听不懂，
不知说的是哪里，也不知道是哪个房
间。有时候，只能等客人下楼来拿，或
者让他们站在门口，我一层一层上去
找。”回忆最初那段送单经历，小徐觉得
很无奈，无法交流的窘困，让他痛下决
心，一定要学好英语。

克服羞怯做“蹭课族”

除了利用送单间隙碎片时间啃书，
每天下午5时到晚上9时30分，是小徐
固定的学英语时间。3个多月来，他死
记硬背过新概念，啃过枯燥难懂的语法
书，但还是难以开口说。于是，他克服
了羞怯，做起了“蹭课族”。他蹭的第一

堂课就是咖啡店里同声翻译邱小姐上
的情景教学课。

久而久之，邱小姐眼里很难和学英
语挂钩的外卖小哥，成了她课上的“插
班生”，也是令她印象最深的一个。“有
一次我给他讲问题讲了一半时，他手机
响了，他说不好意思要送个单，回来接
着问，这种精神感动了我。”

用英语“搭讪”外国人

渐渐地，咖啡店里许多老外也成了
小徐练习口语的对象。英国留学生翔
子，就是小徐第一个用英语提问“搭讪”
来的外国朋友。“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哪国人。他很喜欢问问题，遇
到不太懂的地方，他就会问到弄懂为
止。”

翻开小徐的英语书和笔记本，上面
写满了他背过的单词，学过的语法、句
式。怀揣着梦想，在各路中外英语高手
的帮助下，小徐坚持在学英语的道路上

“骑行”。他说，“就算是普通也可以普
通得与众不同，我想做一个普通得与众
不同的人，做一个达到国际标准的外卖
骑手。”“一个人晚上在宿舍的时候还是
会想家的，不过白天不会，因为要全身
心投入工作和学习中。上海是个繁华
的城市，学英语的机会就在眼前，工作
和环境都适合学习和成长。”

徐小超所在公司获悉他的情况后，
为他提供了一年线上英语平台免费学
习的机会。公司还探索开设外卖场景
英语对话课程，希望帮助更多像小徐这
样的骑手追求梦想。 新民晚报

外卖骑手在咖啡店里啃英语书成“网红”

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科研人员，在白垩纪中期（约一亿
年前）缅甸琥珀中，发现了一枚为被子植
物传粉的昆虫标本。这是迄今为止，人
类发现的最早为花传粉的动物之一。

发现虫媒传粉直接证据

人类的大部分食物来自被子植物，
而 90%以上的被子植物需要昆虫授
粉。如此重要的授粉行为是什么时候
开始在地球上出现的，成为科学家关注
的话题。

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
研究所“现代陆地生态系统起源与早期
演化研究团队”的联培博士生包童（波
恩大学与南古所联合培养）在王博研究
员的指导下，与李建国研究员和美国
David Dilcher教授合作，在白垩纪中
期（约一亿年前）缅甸琥珀中发现了真
双子叶植物经花蚤科甲虫进行传粉的
直接证据。

该研究结果证实了许久以来学者
们关于白垩纪甲虫是早期被子植物传
粉者的猜想，填补了早期被子植物虫媒
授粉证据的空白，为解答达尔文的“讨
厌之谜”提供了一个关键证据。

研究团队在对一枚缅甸访花花蚤化
石进行研究时发现，该枚化石右侧被密集
小气泡遮挡，只有左侧特征可被观察。

研究团队利用高分辨率光学显微
镜和显微断层扫描技术（显微CT）对花
蚤身体形态进行分析，获得了高精度三
维图像。琥珀花蚤的身体侧扁，并呈C
形弯曲，后足极其发达适于跳跃。该体
型非常适合在花冠上移动，从而高效地
接触并携带花粉。此外，该花蚤口器的
下颚须末节膨大，用于收集和取食花粉
颗粒。

花蚤附近保存62粒花粉颗粒

包童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这枚化
石是2012年的时候被他的导师王博采
到南古所。化石采到所里后一直收于
库房，直至2016年，他决定出国读博
时，将包括这枚化石在内的一批化石带
到了学校进行研究。

2018年，经过初步的整理研究后
发现，这枚化石很可能能证实，白垩纪
中期就已经出现真双子叶植物经花蚤
科甲虫进行传粉的证据。包童说，最开

始发现这枚化石的“秘密”时，他特别兴
奋，但同时也很焦虑，“就是那种你明知
道它有可能证实出真双子叶植物经花
蚤科甲虫进行传粉，但是，因为难以观
察等原因又没法把这个证据展现在所
有人面前，告诉他们就是这样。”2018
年年初的那两个月，包童每天都在这种
既兴奋又焦虑的情绪中度过，“我真的
每天都在找不同的人讨论、研究。”

经过数月的准备，包童和团队成员
决定，先对琥珀标本进行物理处理，把
琥珀化石精细打磨后，再利用激光共聚
焦显微镜和高倍光学显微镜观察，发现
花蚤的腹部、鞘翅和身体附近保存了至
少62枚花粉颗粒，“这些花粉颗粒呈现
的是团簇状，只有经过虫媒传播的花粉
才会呈现这种状态，而风吹来的花粉则
是散的。”包童介绍。

与此同时，团队在观察后确定了这
些花粉属于典型的三沟型花粉。三沟
型花粉指每个花粉颗粒上具三条辐射
排列的沟，这也是真双子叶植物的重要
鉴定特征。琥珀中这些花粉个体较大，
表面有复杂纹饰，部分颗粒形成花粉
团，揭示了早期被子植物虫媒花的花粉
特征。

包童说，这只花蚤的身形是蜷曲
的，后足非常健壮，这些特点足可以证
明，它能在花冠上跳来跳去，也能带着
花粉飞来飞去。而且这只花蚤口器的
下颚须非常宽大，就像一个小铲子，可
以有助于收集花粉。综合花蚤身体构
型、口器形态、体毛特征、花粉形态等一
系列证据，确定此琥珀标本展现了白垩
纪中期花蚤类甲虫对被子植物的传粉
行为，并揭示了早期真双子叶植物的虫
媒传粉机制。

将虫媒传粉记录“大大提前”

这枚琥珀花蚤的发现在科学领域
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包童告诉北青
报记者，在此之前，最早的被子植物昆
虫传粉的直接证据，是来自德国梅塞尔
化石坑出土的蜜蜂及花粉化石（约
4800万年前）。

因此，缅甸琥珀传粉花蚤的研究将
此记录提前了至少5000万年，并提供
了白垩纪中期，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被
子植物虫媒传粉的直接证据。

北京青年报

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亿年前琥珀花蚤为花传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