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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九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活动

共设置竞赛项目23项。其中，取证竞赛项目11

项，非取证竞赛项目12项。取证竞赛项目是中

式烹调师、西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评茶员、

眼镜验光员、育婴员、药物制剂工（中药丸剂

工）、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智能楼宇管

理员、美发师、美容师。非取证竞赛项目是餐

厅服务员、收银、品牌店美陈、修脚服务、污渍

去除、拍卖师、医药商品购销员、外贸业务员、

母婴店导购之星、锁具服务、人像摄影师、金

牌店长。承办大赛竞赛项目的协会，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各有特色，异彩纷呈。

北京市商业联合会除肩负着大赛办公室

的工作外，还承办了“收银”和“品牌店美陈”2

个竞赛项目，参加复赛的企业和选手的数量

均超过往届，参加收银竞赛的企业为31家，选

手为196人；参加品牌店美陈竞赛的企业为20

家，选手为117人，参与面大，影响面广都是前

所未有的。

北京锁业协会承办了“锁具服务”竞赛项

目。协会特邀智能锁专家对选手进行培训，监

考是国家级专业考评员全程监督，由3位考评

员共同打分，成绩前30名的选手进入决赛。为

了体现竞赛的公平、公正，协会邀请东城区人

社局的专家作赛事的裁判。

北京孕婴童用品行业协会承办了“母婴

店导购之星”竞赛项目来自乐友、快乐娃等母

婴连锁品牌40多家门店的100余名选手，通过

线上线下两种形式组织培训，经过复赛的精

彩角逐，30名选手进入决赛。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承办了“医药商品购

销员”和“药物制剂工”2个竞赛项目，协会特

邀院校专业教师和有关企业领导授课，切实

提高了参赛选手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

能力。参加两个项目的复赛人数分别是113人

和78人，经过复赛角逐，分别有30名和31名选

手晋级决赛。

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承办了“西式烹调

师”和“中式面点师项目”2个竞赛项目。协会

请来大师和名师对复赛选手进行理论培训，

选手们收益良多。比赛中，大师对选手的作品

逐一进行点评，让选手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进行同行业间的交流。

北京市摄影行业协会承办了“人像摄影

师”竞赛项目，举办了两期培训，选手们听课

非常认真，有的选手还录下了老师的精彩讲

座，培训受到一致好评，取得了圆满成功，为

选手在复赛中赛出好成绩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京烹饪协会承办了“中式烹调师”和

“餐厅服务员”2个竞赛项目，邀请了高级技

师、烹饪大师对晋级复赛的162名中式烹调师

和105名餐厅服务员进行培训。复赛共有49名

中式烹调师、30名餐厅服务员晋级决赛。同

时，实操成绩排名产生的中式烹调师前15名

和餐厅服务员前16名选手，参加第八届全国

烹饪大赛总决赛。

北京家政服务协会承办了“育婴员”竞赛

项目，复赛共有679名选手参加，参赛企业遍

布13个区，划分了6个赛区，各赛区复赛成绩

独立计算，有116名选手进入决赛。本届育婴

员竞赛，一些非会员企业也积极参与其中，如

58到家、智桐佳等家政公司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凸显出本届大赛的宣传面和影响面之大。

北京市洗染行业协会承办了“污渍去除”

竞赛项目。复赛由协会组织了5个分赛区分别

举办。参加培训的企业与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总计有285家企业的2000余人参加培训，岗位

练兵3062人，理论考试增加了生产安全、消防

安全等内容，有31人进入决赛。

北京电子电器协会承办了“制冷空调系

统安装维修工”和“智能楼宇管理员”2个竞赛

项目。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竞赛是大赛

新增项目，也是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新增的

职业工种，全市有16区的30余家企业、60余家

电维修服务商和维修网点参赛。智能楼宇管

理员竞赛有30余家企业的160余名选手参赛，

通过复赛的有50余人获得了国家职业资格技

师和高级工证书。

北京市眼镜行业协会承办了“眼镜验光

员”竞赛项目。经过5个赛区初赛选拔出的138

名选手晋级复赛，他们的专业技能代表着北

京市眼镜行业的最高水平。在比赛中，选手们

互相交流专业技术和心得体会，既赛出了成

绩，更促进了验光水平的提升。

北京市美发美容行业协会承办了“美

发师”和“美容师”2个竞赛项目。协会把远

郊区培训安排到了企业，保障选手通过培

训充分了解各项目的赛制与技术要求，有

381名选手获得复赛资格，理论与实操成

绩前30名选手进入决赛，名次在前30%且

理论与实操成绩及格线以上的选手获得职

业资格证书。

北京市茶业协会承办了“评茶员”竞赛项

目，协会在竞赛形式上不断创新，复赛于8月

底结束，共有84名选手进入决赛。参赛选手年

龄跨度大，最小选手为“00后”，最大选手“50

后”，“80后”、“90后”参赛选手占大多数，进入

决赛的选手平均年龄为34岁。

北京市沐浴行业协会承办了“修脚服务”

竞赛项目。协会组织技术练兵，搭建服务技能

展示交流的平台，来自各个企业的150余位选

手参加了复赛，理论及实操综合成绩排名前

30名的选手进入决赛。

北京市进出口协会承办了“外贸业务员”

竞赛项目。复赛分为企业组和院校组，60名

选手经过3个小时实操和理论比赛的激烈角

逐，最终院校组和企业组各有15名选手胜出，

挺进决赛。

北京拍卖行业协会承办了“拍卖师”竞赛

项目。为了强化拍卖师的安全发展理念，协会

将安全生产融入到技能竞赛中，开展安全生

产法规培训和消防安全演练，实现业务技能

与安全技能双提升、双促进。

北京品牌协会承办了“金牌店长”的竞赛

项目。经过培训和考核，共选拔出123名店长

参加复赛，复赛设置2个竞赛组别：连锁商业

超市便利店组46人、连锁专卖专业店组77人。

协会组织了4次集中授课、6次网络授课、3次

观摩教学，最终推举出56名选手进入决赛。

北京市第九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的

复赛在各个承办协会的精心组织下，圆满落

下帷幕，顺利进入决赛阶段，选手们热情高

涨，勤学苦练，力争在决赛中再创佳绩，为行

业争光！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北京市商业联合会）

北京市第九届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复赛圆满落幕
精心组织 整体推进

为全面提高北京市商业服务业

企业员工技能水平， 努力提升北京

市商业服务业服务质量和首都生活

性服务业品质， 按照国家技能人才

发展战略和《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

务业品质行动计划》有关要求，北京

市商务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妇女

联合会、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组织

开展“北京市第九届商业服务业技

能大赛活动”。

亚马逊海外购“真黑五”全球狂欢来袭
一站畅购美、英、日、德四国同步优惠及中国专享定制折扣
热闹的“双11”刚刚落幕，消费者们

的快递似乎还没完全收到的时候，以海

外购为重点的电商年终大促又接踵而

至。黑色星期五、网购星期一期间的海外

大幅度优惠，同时也给了中国消费者又

一次剁手的机会。近日，第六届亚马逊

“海外购物节”正式进入“真黑五”全球狂

欢高潮阶段，以“真全球”和“真同步”为

主题，横跨“黑色星期五”和“网购星期

一”两大海外大促节点，11月28日零点

将强势开启“巅峰6天”全球扫货风暴，

打造亚马逊海外购史上最长的“真黑五”

巅峰钜惠。

中国专享海外定制折扣
数量同比翻倍

最新销售数据显示，亚马逊海外购

2019年前三季度销售额实现同比双位数

增长，国内跨境网购消费热情持续攀升。

在“黑色星期五”这一最受跨境网购消费

者关注的年终购物节期间，亚马逊海外

购将一站集结来自亚马逊美国、英国、日

本和德国四大海外站点的逾千万款海外

超值好物。

在带来与亚马逊海外站点同步优

惠活动的基础上，还特别携同多个跨

品类海外大牌专门为中国消费者定制

一系列极具价格和品质优势的专享折

扣，“中国定制”限时优惠数量同比翻

倍。此外，亚马逊更在11月27日-12月

3日推出新一轮的Prime季度会员限时

抢购价，仅需39元即可畅享海外购订

单满200元跨境免邮等专属权益（原

价79元），全面助力中国消费者在年

终购物季尽享物超所值的跨境扫货

欢愉。

牵手顺丰
保障物流稳定高效

根据最近一年的亚马逊海外购销

售数据显示，服装、个护健康、美妆、鞋

靴和家居品类的销量表现突出，尤其是

个护健康好物销量增长显著。针对这些

深受中国跨境网购消费者青睐的热销

品类，自11月28日起，亚马逊海外购将

依托于坚实丰厚的全球供应商资源，特

别携手一众高品质海外大牌在黑五“巅

峰6天”期间推出中国消费者专享的丰

富定制折扣。其中，蝉联亚马逊海外购

畅销品牌榜冠军的美式服饰潮牌

Champion冠军将专为中国市场打造6

折钜惠，还有MoveFree维骨力、

Swisse、Natural Made 莱 萃 美 、

Culturelle康萃乐等国际营养健康品牌

以及来自日本的母婴用品品牌Pigeon

贝亲、家居寝具品牌Nishigawa西川推

出中国专享售价6折起大促，真正贴合

中国消费者的选购需求与偏好而专门

定制的一系列海外超值好价轮番放送，

竭力打造品质化跨境网购消费体验。

为保障黑色星期五跨境包裹的顺利

递送，在亚马逊全球智能物流网络的基

础上，亚马逊与国内领先快递物流综合

服务商顺丰速运进行通力合作，实现商

流与物流的无缝对接。顺丰速运将作为

亚马逊的“黑五物流配送合作伙伴”，承

诺全力支持亚马逊海外购“真黑五”海外

购物节，确保每一个跨境包裹国内“最后

一公里”物流配送的稳定与高效。

北京海外购用户
购买力全国第一

过去一年，北京消费者是在亚马

逊海外购上最能剁手的城市用户。亚

马逊海外购销量排行前十大城市依次

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

都、南京、苏州、天津和武汉，一线城市

和新一线城市的跨境网购消费热度持

续领跑。

过去一年，北京海外购用户最爱买

的品类为个护健康、美妆护肤、母婴用

品等；北京海外购用户最爱买的品牌

为MoveFree维骨力、L'Oreal Paris巴

黎欧莱雅、Neutrogena露得清等；北

京海外购用户购买最多的单品为

Move Free维 骨 力 软 骨素 、L'Oreal

Paris巴 黎 欧 莱 雅 日 夜 面 霜 套 装 、

Aptamil爱他美白金版婴幼儿配方奶

粉、Similac雅培婴幼儿奶粉、Dove多

芬沐浴磨砂膏等；与2018年相比，今年

北京海外购用户更为注重营养健康，

偏爱选购营养补给类产品 ，Move

Free维骨力软骨素跻身最受北京海外

购用户欢迎的前五单品并且一举夺

冠。与此同时，北京海外购用户对个护

与母婴类产品的选购热情依旧高涨。

第六届亚马逊“真黑五”海外购物节正式启动

在电商网红直播带货的刺激下，线下

实体也引入直播以图通过电商扩容。近来，

西单大悦城引入直播平台“Shopshops哪

逛”推出互联网沉浸式体验消费模式，开展

百场直播。通过该模式，打造西单商圈“关

门不闭店”的直播形式。据了解，今年“双

11”淘宝直播成为品牌的最大增长点，超过

50%的商家都通过直播获得新增长，不到9

个小时，淘宝直播引导成交已破100亿元。

不可否认，在实体商业被电商冲击的情况

下，此番西单大悦城引入直播形式，通过直

播的模式改变传统销售模式，极大降低经

营中的流量成本。此外，线下实体借助直播

的形式，拓宽营销渠道，引导大量的消费者

来线下门店，促进成交转化。

“双11”的淘宝直播引导成交破百亿，

已经让人看到了直播带货的功力。近日，西

城区引进直播电商平台，推出互联网沉浸

式体验消费模式，将在西城区以西单商圈

为试点正式上线，进一步探索线下零售业

态的线上拓展，引领新型互联网消费理念，

带领消费者足不出户逛全球。

据了解，该直播平台名为Shopshops

哪逛，已于8月开始与西单大悦城合作开展

百场直播。通过该模式，打造西单商圈“关

门不闭店”的直播形式。

对 于 西 单 大 悦 城 直 播 的 成 绩 ，

Shopshops哪逛总裁杭倩表示，西单大悦城

是哪逛在国内首家官方合作的大商场，开播一

个月以来，很多品牌和店铺能够实现直播销售

额相当于品牌一周的销售额，通过直播给线下

店赋能的方式，是一种新形式的新零售。

据介绍，Shopshops是一个主播养成

和商家赋能的内容提供者，与各大电商平

台合作，在电商平台进行直播销售。“好的

内容吸引优质的流量。主播的筛选、培训和

养成是一个独有的工作流程，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把主播和主播擅长的品类进行匹

配，找到真正对于某一个类别有热情有专

业认知有理解懂用户爱分享的主播销售

者，他们可以和用户形成良性的互动，也可

以在每一场直播中完成以主播的独特审美

进行事先商品甄选的动作。”杭倩说。

在北京电商协会智能零售专委会秘书

长魏波看来，实体商业的信誉度、美誉度高

于电商模式，可以增强在线化服务顾客的

能力，充分发挥实体商业品牌销售人员的

专业能力，满足顾客的需求，真正达到营销

服务在线化，拉近、缩短与顾客的空间距

离。从而充分体现商业服务是以人为本的

商业本质。

“实体销售人员有着丰富的销售技巧

及商品知识，综合素质高，长年服务于本地

区域顾客，拥有优质的顾客资源，直播模式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拉近与顾客服务的距

离，满足顾客不同时间的购物需求。同时也

更好地得到品牌公司专家级的管理、指导、

支持与帮助。”他补充说。

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研

究员赵振营则认为，实体商业80%的目标

客户群体分布在其周围3.5平方公里之内，

而直播的受众群体则分布在天南海北各个

地区，直播受众群体和目标消费群体的匹

配度相对比较低，有着订单转化率低、转化

精准化困难等弊端。

对于线下实体未来发展趋势，赵振营

认为，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可能

是未来实体商业线上线下结合的关键支

撑，和生产自动化、智慧物流一起，成为推

动实体商业转型的核心力量。未来随着物

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落地，流

通端的数据可以及时反馈至生产端，实体

商业的采购和其供应链的运作将由基于大

数据机器决策来实现，从而推动社会资源

的极度优化，节约社会成本。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赵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