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5日晚10点，距离2018
年天猫双11开始还有5天，
欧莱雅电商在广州的办公室
灯火通明，员工们都在为一
年一度双11大考紧锣密鼓

地做着冲刺。忽然一阵欢笑声传来，员工
们纷纷围到一位抱着抽奖箱的同事身边，
笑着闹着从抽奖箱中抽出各种小礼品，办
公室紧张的氛围瞬间放松下来。一位拿
着相机的员工用钉钉的群直播功能在大
群中进行抽奖同步直播，群中的员工也活
跃起来。双 11 在此时更像是一场
party，而不是考试。

“除了抽奖，我们hr还用钉钉预约点
餐服务，方便大家备战。”巴黎欧莱雅天猫
官方旗舰店的项目总监Eagle说，更重要
的是，通过钉钉上的天猫商家移动工作
台，店铺的经营情况和整体数据随时掌
握，今年的双11备战工作“运筹帷幄中”。

今年双11，是钉钉首次大规模融入
阿里巴巴的生态体系。钉钉将在天猫双
11的人、货、场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用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在线、
业务在线和生态在线的“五个在线”，为
天猫双11交出了一份“新工作方式”的
完美答卷。

紧锣密鼓
13万商家用钉钉备战
距离广州130公里的深圳，周大福

电商常务副总经理陈宇航也在为今年
的双11忙碌着，他说今年的双11有些
不同于以往，虽然节奏还是很快，压力
还是很大，但感觉更加从容。

“对于需要时刻跟紧电商时代发
展迅猛脚步的我们来说，时间尤为宝
贵。”陈宇航说，周大福电子商务中心于
2018年5月4日正式启动“五地联动”
模式，电商团队分别在广州、北京、上
海、深圳、武汉设立办公地点。“电商的
业务特点，需要我们随时随地在线，外
地出差时文件传输备份，紧急事件的
DING功能快速响应，特别是双11这
么大的节点，钉钉帮了我们很多。”

据了解，在电商品牌全员迎战双
11、全球数亿剁手大军即将迎来狂欢
的这一天到来之前，如何做到高效系统
指挥、让商家的后勤保障不乱套，钉钉
推出天猫商家移动工作台解决这个难
题。以钉钉智能移动办公平台为载体，

今年双11，商家们只要开启天猫商家
移动工作台，就可以放心地打一场沟通
畅通无阻的双11硬仗。

钉钉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说，相
比于往年双11信息分散在千牛、旺旺、
钉钉等各个平台的情况，今年所有的双
11调度工作都将在天猫商家移动工作
台统一完成，以保证重要信息沟通反馈

传达的高度及时性。同时，天猫商家移
动工作台也将持续为商家赋能，打通小
二和商家沟通的“最后一公里”。

通过天猫商家移动工作台，店铺
管理者 可以快速了解天猫双11的重
要通知和规则变化，进而快速决策；而
且，工作台连通了生意参谋，店铺管理
者可以随时随地调取店铺核心数据，及
时发现数据异动；工作台上还会根据双
11的节奏推送天猫双11备战宝典，进
而帮助店铺管理者理清每个阶段店铺
所需要做的事情；未来还将有更多的应
用接入进来，助力商家高效工作。

数据显示，现在已经有超过13万
的天猫商家开启天猫商家移动工作台，
欧莱雅、周大福、nike儿童、博世家电、
东风雷诺、泸州老窖、美的、格力、林氏
木业、水星家纺、GXG、韩都衣舍、良品
铺子、全棉时代、奥康鞋业、维达、百草
味、黛安芬、好想你、金利来、六神等众
多国内外一线大牌都已经在钉钉上开
始了天猫双11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

智能导购
31万导购用钉钉营销
不仅是商家公司内部沟通能够用

钉钉轻松解决，今年天猫双11，商家
还可以利用钉钉与用户互动，践行新
零售新玩法。新零售是阿里巴巴未
来，今年双11，钉钉的智能导购系统
将为908家品牌，11万家门店，31万

名导购赋能。
双11是流量的爆发节点，而在大

促结束后如何留住这些新增用户，也
成为商家关注的问题。钉钉智能导购
实现了有组织的精准营销，企业开始
真正跨越线上线下边界，实现组织化
的全域精准营销和在线数字化。护肤
品牌林清轩接入“智能导购”后，会员
招募效率提升30倍，企业销量提升3
倍，导购人均业绩增加1倍。

阿里巴巴新零售将实现商家一线
门店线下和线上会员系统的打通，各
品牌门店实现从个人导购单兵作战到
组织化精准营销的升级。更重要的
是，因为有钉钉智能导购，双11新增
的品牌会员资产更加稳定，新增顾客
的购物信息以大数据的形式保存在公
司云端，可以随时调取查看，再也不用
担心因店员的离职而带走顾客。

天猫双11的品牌商家们以探索
者的姿态，高频使用钉钉提供的新零
售工作台和“种草”、“业绩日报”、“营
销闭环”等组织化营销工具，从线下引
导到线上复逛购买，门店导购们依然
能获得业绩提成。

安全保障
以练养兵保驾护航双11
双11期间，钉钉为双11活动的

商家企业提供活动组织的保障。通过
日常一次次“以练养兵”的淬炼，钉钉

的生产系统一定能够保障双11活
动组织的沟通无比顺畅。这一切
都源于钉钉长期在技术稳定性和
安全保障层面的投入。

钉钉安全负责人表示，钉钉信
息加密是由两道关加密组成：第一
道关是国际标准密码算法的钉钉
加密；第二道关是第三方加密，第
三方加密算法不仅支持行业标准
的加密算法，还支持国密算法加
密。在双重加密保证之下，任何第
三方包括钉钉官方都无法解读。
也就是说，使用该服务的企业和组
织拥有唯一密匙。

除了消息加密，消息传输也进
行加密。据了解，钉钉数据通信全
经由SSL/TLS 加密，采用密码界
世界领先的椭圆曲线算法，达到银
行级别加密水平。这个方法是钉
钉在业界最早一批使用，钉钉的聊
天消息是无法在企业的网关被破
解。这样的加密措施，实现数据从
创建到销毁，全生命周期加密。

据了解，钉钉已获得包括
SOC2Type1、 ISO27001、
ISO27018和中国公安部“信息系
统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在内的
权威安全资质“大满贯”。这标志
着钉钉的用户数据和隐私保护水
平，已达到超一流国际标准。

在 普 华 永 道 出 具 的
SOC2Type1服务审计报告中，钉
钉通过了安全性，保密性和隐私性
三项原则的审计，而通过隐私性原
则审计，全世界范围内不超过五
家，钉钉在国内是第一家。

可以说，今年双11，钉钉不仅
服务了阿里巴巴的员工，也服务了
阿里巴巴的客户；不仅在软件层面
有所突破，更在硬件领域开辟全新
天地；不仅在技术层面提供稳定保
障，还在安全层面防范风险；不仅
与电商系的流量资源形成合力，更
前瞻性实践了新零售的未来。未
来，钉钉将继续发挥“新工作方式”
的变革作用，为阿里巴巴生态资源
的打通和联动贡献更多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崔江

钉钉商家已蓄势待发。

钉钉将在天猫双11的人、货、场中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靖捷认为，今年的双11有三
个关键词：经济体、全球化、新零
售。在经济体和全球化方面，双11
正在让各个经济体相互连接，让中
国消费者和海外用户对全球的商
品能够触手可及。“在之前因为物
流、设施等原因难以按照特定的时
间和可信赖的通道获得的商品，今
年是第一次大规模地让天猫双11
成为海外华人享受来自于国内商
品的一个平台。”

2016年底，马云提出新零售
的概念。靖捷说，今年对于天猫是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今年的双
11是天猫全面走入线上线下融合
的关键一年，过去几年，天猫和阿
里在新零售的布局在今年双11迎
来了规模性的爆发。

“天猫的今年双11的口号是

‘精彩才刚刚开始’，今年是双11
第十年，天猫已经回归到消费者的
生活，让消费不分线上线下了。”靖
捷说，新零售本质上是让消费变的
更简单，让之前限制了消费的种种
的因素可以通过技术的力量来减
少，从而让本身中国消费者拥有这
种巨大的消费力及他们对生活的
渴望。

对于这个变化，靖捷解释道：
“今年跟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消费
者完全没有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
真正参与天猫双11。”消费者如果
发现所需要的商品，可以尽情地在
线下的数字化门店里感受，然后再
做出购买决策。“线上依然是在双
11爆发，但在线下有很多的零售场
景，消费者在这段时间可以完成对
理想生活的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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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总裁靖捷谈双11十年
阿里巴巴新零售布局迎来大规模爆发

13万商家用钉钉备战 31万导购用钉钉营销
钉钉新工作方式

玩转阿里巴巴天猫双11大生态

2018年是天猫双11的第十年。在新的商业环境下，天猫将如
何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封面新闻记者对天猫总裁靖捷进行了专
访。靖捷表示，如今天猫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商，而是一个服务
于品牌企业的全链路数字化转型的合作伙伴，“这对整个天猫团队也
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大胆地持续思考，探索既
可以服务消费者也可以服务品牌商家这种全新的运营方式和价值。”

盒马鲜生
销售增加两成

11 月 7日-8日，接受
了新零售改造的76家欧尚
超市祭出双 11 最经典的

“全场5折”活动，客流爆棚，
达到平时的2.3倍。“7日高
峰时段，21个人工收银通道
和18台新零售自助POS机
全开，才承受住客流大考。”

在上海欧尚超市长阳
店，一名现场工作人员说，
不少中老年人第一次使用
自助POS机，感受到新零售
带来的便利。据介绍，7日
欧尚线上+线下整体销售额
达到平时的5倍以上。

盒马上海湾店一名工
作人员透露，由于这家门店
是上海三家“双11主题店”
之一，不少人会到店内围
观，线下客流增长明显。“往
常只有周末才会找不到位
子吃饭，这两天工作日也会
出现这种情况。”

数据显示，一周以来，
盒马线上线下销售都有所
提升，其中线上销售增幅达
到线下销售增幅的近两倍，
线下交易比平时增长超过
20%。

电商竞争
从线上走向线下

不只是阿里巴巴开始
进入线下，苏宁易购今年

“双11”主题为“上网上街上
苏宁”，推出双11抢先购活
动，以及线上线下都能领取
和使用的购物补贴，将发动
全国 1万家全业态门店参
与。苏宁作为从线下起家转
型电商，苏宁易购常规店将
成为此次双11线下活动的
主战场，显然是想要通过场
景互联，打通线上线下渠道。

与此同时，京东此次双
11汇集的线下店资源包括
全国的京东之家、京东便利
店等创新业态，以及京东与
联想、五星电器、TCL等众
多品牌合作的创新门店；此
外京东还联手银行网点、运
营商门店等更多的合作伙
伴。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
任曹磊指出，往年的双11，
所有的电商平台主战场都
放在线上，但近两年的双
11，阿里、京东、苏宁等电商
平台都开始加强线上线下
联动，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
也由线上走向线下。

在靖捷眼中，双11不再是简
单的向消费者卖东西的节点。“天
猫有两个核心定位，分别是中国消
费升级的主引擎、全球品牌数字化
转型的主阵地，一个是面向消费者
的，一个是面向所有品牌商家的。”
第二个定位的目的是要创造客户
的价值，因为靖捷知道，没有品牌
客户价值的话，任何战略就是没有
意义的。

为了服务好品牌商家，靖捷提
出，如今天猫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的电商，而是一个服务于品牌企业
的全链路数字化转型的合作伙伴，

“这对整个天猫团队也提出了全新
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大
胆地持续思考，探索既可以服务消

费者也可以服务品牌商家这种全
新的运营方式和价值。

如何能加速品牌的创新能力，
提高他们的经营效率，成为靖捷在
双11期间最关注的问题。“天猫的
挑战在于如何思考、设计不同的消
费体验，从而释放中国消费者庞大
的消费力量。”而这背后则是考验
天猫如何帮助所有的品牌企业进
行数字化转型。

靖捷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
生意”是阿里巴巴的使命，同时也
是天猫的使命，在这个数字化时
代，天猫的定位就是成为帮助品牌
没有难做生意的一个关键的战略
抓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崔江

新探索 天猫不再是传统电商

第十年 天猫双11的爆发点

双11进入第十年，已经不再是纯线上的商业活动，线下
许多商业体也被带动。天猫双11进入倒计时第四天，线下各
个城市的氛围也越来越火热。据介绍，“天猫双11合伙人”开
启首周，新零售超市依靠线上带动，客流普遍上升。其中，盒
马线下成交比平时增长20%以上，欧尚“五折”当天客流达到
平时的2.3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双11十年带动
线下商超销售额暴增

天猫总裁靖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