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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退潮“双11”拉升存在感
“双11”各家平台的预售已经开启，阿里这位东道主自然不甘落后。10月20日，阿里
正式启动“双11”，向外展示“收割”品牌的肌肉线条。“双11”向来是大品牌的高光时刻，
但随着网红品牌以及国潮品牌的出场日渐高频，阿里有意倾斜资源扶持出一批新的“淘
品牌”。面对暗流涌动的电商格局，阿里有必要让“双11”摆脱价格的框架，而是赋予新
的商业内涵，降本增效、促进流通等，品牌商也更希望从“双11”借鉴品牌建设的经验。
流量大潮退下之后，新人也想尽快跑出来。

继续招揽品牌

10月20日20时
开启预售
用新品、新品牌吸引消费者驻足且下 10月21日
单，是电商们屡试不爽的好方法，今年“双 喵糖总动员
10月27日
11”自然也不例外。尽管电商平台喊出不一
一起分享购物车

样的“双11”策略，但同样瞄准新品牌这一群
体，寻找增量。阿里公布的消息显示，今年天
猫“双11”，共计1400万款商品集体打折，其
中1000个品牌旗舰店的爆款商品将全部补
贴到5折。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董本洪强调，
今年超过1500个潜力新品牌、300多个老字号
品牌将在天猫“双11”上陆续亮相。内联升、北
京稻香村、谢馥春等众多老字号，相继推出了
国潮礼盒。此前，京东也发布消息表示，将上
线超4亿件新品、超7亿件国潮商品。显然上新
品牌，且上新国潮品牌已然是件心照不宣的
事情。“从商家端来看，截至目前有29万商家
报名参与‘双11’，超过了往年的情况。”董本
洪给出了上述数据。
“老字号是当前最成功的新品牌，对产品
追求、对用户的理解和经营是老字号的出众
点”，董本洪进一步解释称，老字号其实要比
当下大多数品牌更有生命力，并且生命力十
分旺盛，阿里希望用技术手段让其变得更为
活跃。与此同时，产地制造能力的提升，快速
兴起了大批可定制商品的新品牌，为天猫带

11月1日-11月3日
买买买

11月11日
买买买
11月10日
双11狂欢夜
11月6日
狂撒大额券
11月4日
预售再次开启

天猫“双11”节奏
来新活力。“品牌增长具有长期性，推出产品
需要解决消费者的长期诉求，也能让品牌实
现长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天猫“双11”连续第2年降
低满减门槛，凑单门槛从去年的“每满
300-40”降至“每满200-30”。面对额度更大
的红包和满减，外界难免思考“双11”的吸引
力是否依旧。董本洪在回答“双11”吸引力时
解释，“大的促销周期里，需要让消费者找到
合适的商品，还要创造需求”。

20点抢预售
“双11”预售期的开始时间不断向前延

伸，已经从最初的11月1日变成了10月，购物
车早早就被塞满了。10月20日20点，天猫“双
11”正式开启预售。为提醒消费者不要错过预
售期，淘宝App还将分类栏图标更换成了“今
晚20点双11抢预售”，大张旗鼓地告诉消费者
不能错过“双11”。
现阶段，“双11”已经在各家电商App上
频繁出现，甚至占据着醒目位置，优惠、满减、
低价、满赠等关键词反复抓取着消费者关注
度。往年，只有进入11月，“双11”的热浪才会
一波盖过一波，近两年不但出现了预售，且时
间频频前提。
为了刺激消费者下单，准时准点发放限
量红包也成了各大平台的杀手锏，淘宝天猫

自然不例外。今年阿里更是承诺“红包随时
领”，不会再出现领不到难兑换等情况。外加
各种会员权益不断升级，和会员专享券，无论
何种方式，电商均在努力用优惠让消费者流
动的脚步停在自家的App上。
值得注意的是，20点抢预售的时间点，正
是多数消费者观看直播下单的黄金时间段。
不同于往年消费者将注意力停留在“双11”
“6·18”这两个节点的大促，自从直播代购渐
成气候，头部主播日复一日的特价和附赠小
样，已让消费者流连忘返，自然也稀释了集中
大促时的流量。直播分食大促势头的声音此
起彼伏。
距离10月20日正式预售还有一周的时间
时，包括李佳琦、薇娅在内的几大头部主播，
开始进行“双11”的预告蓄水，“加到购物车、
预售后支付尾款”是主播们的“口头禅”。或许
在各大电商平台尚未公开“双11”玩法时，主
播们的大促剧本就写好了。从近日直播间可
见，都没有了“全网最低价”“历史最低价”这
种吸引眼球的标签，而是用小样和赠品撑起
优惠的框架。

是否还有存在感
企业为了让“双11”的高楼更高，绞尽脑
汁思索着新方式。昔日各自高调宣讲的全渠
道联动、下沉市场、直播带货、新品和新品牌
等，能否顺利为“双11”带来天量级别的流量，
显然是行业观望与评论的焦点。
走到现在，无论是内部要求还是行业的
期许，都在迫使“双11”要有更多的内涵。当
不再用竞争激发“双11”活力时，绿色可持续
似乎更值得探讨。闲鱼的以旧换新、6万菜鸟
驿站的纸箱回收、首次设立绿色会场、阿里云
的技术与能源“低碳化”……正在让“双11”变
得更为绿色，成为行业口中绿色可持续的新
商业。

通州消协点名：这些实体店槽点多
在北京通州区，哪些实体店的消费体验难以令人满意？在消费过程中又存在哪些
隐患问题？10月20日，在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通州区消费者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北京
城市副中心消费论坛上，通州区消协发布《2021年通州区实体店消费体验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42家实体店中，鑫隆生活广场排名垫底，木北护肤造型通州梨
园店和北京百荣顺达商贸有限公司华联生活超市分别位列倒数第二、第三位。食品安
全隐患、打折信息不清晰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
市物资学院路店（91分，并列第三）。
得分排在后3位的分别是北京众想鑫隆百
满意度连升4年 今年谁垫底 货市场有限公司鑫隆生活广场（6
7分）、木北护
据了解，本次在通州区共选取42家实体店 肤造型通州梨园店（71.5分）、北京百荣顺达商
进行体验调查，其中商业实体店22家，服务业实 贸有限公司华联生活超市（72.5分）。
体店20家。体验调查人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对
其中，永辉超市通州万达店、物美超市通
42家实体店的经营场所环境、购买商品和接受 州梨园店、鑫隆生活广场、超市发通瑞嘉苑店
服务过程以及售后服务环节等进行全程模拟消 等4家实体店的食品区存在工作人员直接用手
费体验，根据体验调查评分标准，对42家实体店 操作问题。
逐一进行体验打分。
据了解，在本次体验调查的22家商业实体
调查结果显示，实体店消费者满意度总平 店中，有13家实体店的熟食区存在食品安全隐
均分为82.1分，比2020年（81.38）提升了0.72 患问题，占比59.09%。除了熟食销售人员直接用
分，比2019年（80.42）提升了1.68分，比2018 手操作，还有的实体店熟食区存在熟食产品裸
年（79.08）提升了3.02分，比2017年（70.21）提 露销售现象，以及个别实体店熟食区工作人员
升了11.89分。满意度得分连续4年呈持续上 没有佩戴口罩。
升趋势。
通州区消协对此表示，经营者应健全相关
目前还存在部分影响消费者满意度的问 制度措施，杜绝食品安全隐患。严格执行熟食
题，例如部分实体店存在证照信息公示不明显， 售卖规定，做好防尘、防蝇、防蚊等工作，玻璃
熟食区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打折优惠信息不清 柜尽量不要长时间敞开，避免将食品暴露在空
晰，不开具发票或设置开票障碍，售后服务不到 气中，熟食操作应佩戴口罩及手套，严格遵守
位，日常投诉较多且调解成功率较低等问题。从 操作规范。
主要指标得分情况看，经营场所环境（90.3分）、
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过程（88.04分）得分相对
消费升级 服务质量要跟上
较高，售后服务（77.05分）和日常监督（79.05分）
除了部分实体店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报
得分相对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在本次调查的42家实体店 告》还指出了通州区实体店在价格和服务等方
中，得分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面的问题。
公司北京新华大街营业厅（93.5分）、中国移动
标价或打折信息不清晰是让消费者头疼的
通信集团公司通州营业厅（93分）、北京永辉超 一大问题。《报告》指出，大多实体店都能做到明
市有限公司通州北苑分公司、华联精品生鲜超 码标价，但部分实体店商家标价、打折信息不明

确。在本次调查的42家实体店中，有24家实体店
存在标价或打折信息不清晰问题，占比57.14%。
有的实体店存在商品或服务没有明码标价情
况，有的实体店存在价格标签混乱或错标漏标
的情况，有的实体店销售的商品或服务仅支持
线上查询价格等。
对此，通州区消协表示，经营者应严格执行
明码标价，杜绝不公平霸王条款。对实体店内打
折商品或服务进行清晰标价，并及时对商品价
格进行更新，切实做到明码标价。
还有部分实体店商家售后服务不到位，首
先是投诉信息公示不到位。在本次调查的42家
实体店中，有26家没有或没有显著公示投诉须
知和受理投诉流程，其中19家没有看到在店内
公示，有7家公示不醒目或被遮挡；有16家没有
或没有显著公示投诉服务电话，其中10家没有
看到在店内公示，6家公示不醒目或被遮挡；有
27家没有发现公示受理投诉工作人员信息。
“经营者应通过建立人工、在线客服等多
种形式，畅通投诉维权渠道，工作时间内应保
证服务渠道有专人回复，方便消费者反映诉
求。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
实、明确的答复。对消费者提出的合理诉求，应
及时予以解决，依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通州区消协指出。
社区商业分析师王利阳表示，随着消费的
不断升级，对于实体商业来说，把握好服务质
量已成为重中之重。“ 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城
市，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在降低，但对于服
务质量，尤其是售后服务、食品质量等问题是
更为看重的。”对于实体商家来说，下一步对于
服务态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下线下零售竞
争非常激烈，消费者也会根据消费体验进行自
主选择。因此商家要及时转变传统的经营思
维，提升服务态度的同时还应提高供应链的管
理能力，如此才能在新的消费环境下获得一席
之地。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蔺雨葳

“双11”不仅是消费场，还理应是减碳试
验场，通过技术能力的提升，每一笔订单都需
要实现节能减排。据了解，“双11”期间，预计
阿里张北数据中心将使用绿电近3000万千瓦
时，减排二氧化碳2.6万吨，减碳量预计较去年
“双11”期间增长100%。
在“双11”的商业万花筒里，绿色仅仅是
增色，更多的是要解决“双11”也内卷的问题。
“双11”已经来到第13年，在如何走下去这件
事情上，多数人感到迷茫。尤其是直播和店促
的常态化，不断分食“双11”流量，日常大规模
且频繁的折扣多多少少都抢走了光芒。
“现在更多的互联网企业参加进来，但
早几年，商场、餐厅等实体商业都会挂上
‘双11’，这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行为。”阿
里巴巴副总裁、天猫行业负责人吹雪对“双
11”的存在感并不担忧。在他看来，“ 双11”
在十年间已经实现了差不多1万亿的增长，
只要能解决消费者的诉求，“ 其生命力就不
会下降，“ 供应链、物流等多方面的社会协
同，会让创新一直都在，活力不断加强”。
电商企业的争夺战，都有各自的章法。巨
头们向外展现着能够独占鳌头的气势，向内
则借着聚焦海量消费者的机会，检验体系内
资源的流动性与联动性。
分散与整合、对抗与联手让处于商业变
革中的带动者和追随者均互相依附，社会资
源与效率得以不断最大化。对商业模式的探
索、构建和创新是电商企业过去十几年发展
历史中的探求，而“双11”恰好成为展示的
窗口。
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研究
员赵振营解释称，各家电商平台均谙熟对方
的优势所在，想要在集中的大促期间尽可能
多地获取流量，就需要放大自己的强项，甚至
希望对手难以替代。因此，企业自然需要差异
化竞争，哪怕是获取流量方面也不例外。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发布虚假违法广告
宜家、丝芙兰等公司被罚
窗帘能净化空气？化妆品使用几天
效果明显？因在广告中夸大功能、虚构
事实，宜家、丝芙兰等公司遭点名。10月
20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公
布了2021年第二批虚假违法广告典型
案例。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表示，2021年
以来，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一系
列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医疗、药品、
医疗器械、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生
活美容等重点领域虚假违法广告，截至
9月底，已查办各类违法广告案件5017
件，罚没款8020万元。其中，上海美莱医
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途零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均遭罚。
值得注意的是，在典型案例中，宜家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名字赫然在列。
据披露，当事人在地铁灯箱和某第三方
App平台上发布“GUNRID古恩里德空
气净化窗帘”产品广告，宣传“旧材料，带
来新空气”等内容。当事人依据在限定的
试验条件下，针对特定目标污染物，对窗
帘样品检测得到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净化
结果，便宣传窗帘具备“空气净化”功能，
忽略了窗帘实际使用的生活环境条件，
误导消费者认为该窗帘无使用的限制条
件，使用了该窗帘即可净化室内环境中
的多种污染物，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认为，该广告对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构成
虚假广告。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广告
法》的有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责
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在相应范
围内消除影响，处罚款172.5万元。
无独有偶，在丝芙兰（上海）化妆品
销售有限公司、欧缇丽（上海）化妆品有
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案中，丝芙兰（上
海）化妆品销售有限公司为推销由欧缇

丽（上海）化妆品有限公司进口的特殊
—“欧缇丽尊贵璀璨时光
用途化妆品——
精华”，在某网上商城丝芙兰官方旗舰
店“欧缇丽尊贵璀璨时光精华”化妆品
宣传页面中，在没有真实性依据的情况
下，虚构“红人亲测”及某网红使用该化
妆品前后脸部对比图案及功效介绍，宣
称“这款精华才使用几天效果就很明
显。下颌线up的感觉是最明显的”等内
容，构成虚假广告。
上述广告系欧缇丽公司设计、制作
后与丝芙兰公司共同协商确定的广告
内容，两者构成共同广告主。两个当事
人的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的有关规定，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发布违法
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各处罚
款40万元。
天眼查显示，丝芙兰成立于2004
年，注册资本3100万美元，大股东为新
加坡SEPHORAASIAPTE.LTD（持股
81%），二股东为A股上市企业上海家化
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家化，600315）
（持股比例19%）。
欧缇丽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
250万欧元，为CAUDALIEINTERNATIONALS.E.全资子公司。
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欧缇丽、丝芙兰两家公司与本次案例
对应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处罚决
定日期分别为2021年4月30日和2021
年5月21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丝芙兰此次被罚
款40万元之后仅1个月，2021年6月22
日，该公司又因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
业宣传被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罚款40万元。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