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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
感谢中国妇女
双十一天猫成交 571 亿 在线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或超 10%
要感谢中国妇女，这些“败家”的
女人，我可以保证很多女人是为孩子、
为老公买的，为爸爸妈妈买的，女人比
男人考虑别人多多了……我也不知道
女人们等那么长时间，山呼海啸地过
来，洪峰线冲过，
这个很震撼的。
——马云 11 日接受央视访谈称

马云忧心包裹如何安全送达

◆“这个礼拜过了才安心”

今年双十一交易金额再创
纪录，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数
据，11 日这一网购狂欢节天猫
仅用了 13 小时 31 分钟就超过了
去年全天的 362 亿元交易额，全
天为 571 亿元，比去年交易额增
加 210 亿元。
记者了解到，在 11 日凌晨
的交易高峰期，电商系统出现
小范围的短暂拥堵，其他时间
都正常运行。快递方面，阿里
巴巴董事长马云则表示，
“更关
心包裹如何安全送达，这个礼
拜过了以后才会安心”
。
285 万笔/分钟
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
说，
在11日凌晨的交易高峰期，
系
统出现小范围的短暂拥堵，
影响
到淘宝、
天猫和一些外部商户的
交易成功率。
但随着交易高峰期
的结束，
整个系统很快恢复正常。
他说，
在双十一之前，
众多的
银行合作伙伴也同支付宝一道把
系统的支付能力提升到了去年的
2 倍以上。
由于峰值压力的巨大，
仍然有部分银行遭遇拥堵。
程立
透露，
支付宝在今年双十一的交

易峰值已经达到 285 万笔/分钟，
大大高出去年同期 79 万笔/分钟
的交易峰值。
2 亿件包裹
根据阿里巴巴数据，
11日上午
10时左右，
“双十一”
包裹量已经达
到1.4亿件，
接近去年
“双十一”
包裹
量的总和，
预计全天将超2亿件。
“狂欢购物节”对于刺激消
费，效果可谓显著。从整体来
看，中国在线零售额每年均保
持了 50%以上的增长。
从 4.2%到 16.8%
“双十一”交易额爆炸性增
长，预计今年在线零售额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了
10%，去年约占 9%，前年超过
6%，
其威力开始显露。
据电子商务专家李成东估
算，2011~2014 年在线零售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
4.2%、6.2%、9.1%、11.7%，预计
2015 年 和 2016 年 将 达 到
14.1%、16.8%。业界预测，如果
继续保持此增长态势，2020 年
在线零售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超过 50%完全有可能。

广东单日处理三千万快递

◆
“晚上货到，您别惊讶”

11 日零时 03 分，天猫“双
11”交易额突破 10 亿元，相比
去年零时 06 分，今年快了 3 分
钟。此前，邮政局预测今年“双
11”快件量将突破 5 亿件。快
递行业迎来大考，快递员则“打
鸡血”般起早贪黑收发快件。
如果您一不小心晚上 9 时
10 时还能收到快递，也别觉得
奇怪，因为那是快递员起早贪
黑的成果。
急：网点招临时工
11 日，记者走访市内各快
递公司的部分营业网点发现，
虽
然没有达到爆仓的境地，
但是快
递数量确实是明显增多了。
韵达纪念堂网点一位工作
人员预计：
“今天从我们这里中
转的快递要超过 2500 件。”
而记者还在这家营业网点
和西门口附近的中通、天天等
网点看到急招分拣员的广告。
天天快递一位负责人向记者透
露，目前他们这个网点有 8 名

快递员，这几天想临时多招些
人，大家分摊一些，各自的任务
就少了。
忙：晚上也要派件
“昨天派了 130 件左右，今
天开始估计每天平均要派 150
至 170 件，从早上八九时至晚
上八九时都在工作。”京东快递
员小李说。
此外，记者得知，由于“双
11”快件数量增多，在平常不送
货的晚间，快递员们也得加班
加点。
迟：配送延期一天
韵达等快递在“双 11”忙得
不亦乐乎，亚马逊等电商也没
闲着。记者从其客服和官网了
解到，亚马逊 11 日也在打折促
销，为应对派件高峰，亚马逊自
营商品的同城派送时间，从原
来的次日抵达变成隔日抵达，
即如果顾客今日下单，那么平
时明日可收到的产品需要后天
才能收到。

线下同热

实体店抱团搞促销
记者了解到，由于天气转冷加上大促，线下
多家商场也呈现客流涌涌的景象。虽然 11 日线
下客流开始回落，但是也比平常上班时间多了
两成左右。多位零售业人士感慨，双十一已成
为全民购物节，
消费热情不输圣诞打折季。
11 日，记者走访广州多家商场，发现客流一
般。多家百货公司表示，周一到周四客流一般
很正常，而且现在已是商场大促后期。
“不过，这
个周一周二的客流已比平常时候多了 20%。”摩
登百货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实际上，早从上周五开始，广州多家百货已
不约而同提前大促抢客。记者周末走访广百、
摩登百货、天河城等多家商场看到，到处都是人
头涌涌。
“一方面天气转冷拉动需求，另一方面今年
线下更加重视双十一，国内上百家大型百货商
场抱团大促，举办声势浩大的中国购物节，而且
我们商场还设定了指标进行赏罚。”摩登百货相
关人士感叹道：
“ 双十一已成为全民购物节，其
消费热情不输圣诞打折季，不管是线上还是线
下，
各大商家都要好好把握住这个节点。”

败家媳妇

不给预支工资就跳楼
“不好了，有人爬到一家电子厂护栏外要跳
楼……”11 日 11 时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星
海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
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看见，一女子坐在 8
楼的楼顶护栏上，大声哭闹，情绪非常激动，时
不时把一只腿伸到空中，
情况非常危险。
经过民警近 40 分钟劝说，女子情绪逐渐趋
于平稳，民警趁其不备上前将其从护栏上拽了
回来，
并带至派出所进行询问。
这名女子尚女士告诉民警，她是资深网民，
特喜欢网购，一个月近四千元的工资，有一半的
钱都花在网上淘宝，昨天是双十一，可自己银行
卡上的钱已不足一百元，于是尚女士想到了去
工厂预支工资，却在财务那里吃了闭门羹。眼
看时间已近中午，钱又没要到，一气之下尚女士
就想到了以跳楼的方式威胁公司预支工资。

技穷 BOSS

公司后台屏蔽电商网站
双十一前夜不是休息日，
这让很多临时想在
双十一凌晨购物的上班族买家，
有了时间紧任务重
的感觉。其中有些在电脑前工作的白领，
为了保证
睡眠以免迟到，
便打起了上班期间的算盘。可万万
没想到，
领导直接约谈
“技术部门”
，
上周末在后台
设置屏蔽功能，
给购物的人来了个
“措手不及”
。
“今天早上一来，单位的同事谈得最多的就
是‘双十一’血拼点啥。”在某企业上班的许先生
告诉记者，开完早晨的例会后，办公室 6 个人都
一声不吭地坐在电脑前开始刷网页了。可是，
他和同事都发现了问题，通过电脑点击新闻等
门户网站时都可以顺利登录进入页面，唯独在
“双十一”当天有活动的几个大型购物网站无法
进入，点击多少次就是不跳转。后来，技术部一
位同事告知，早在 8 日晚上，领导的电话就打到
技术部让把购物网站全给屏蔽了。
为了应对领导的屏蔽，同事也绞尽脑汁想
招。
“借口上厕所、
吸烟神马的，
然后在厕所、
茶水
间刷手机购物，
都是蛮拼的。
”
许先生哭笑不得。
（来源: 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