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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每年电商行业规模最大的促销节点，双11期间各类
消费电子产品迎来了冲击销量的时期，各大厂商也趁着年底将
至和购物节的时间点，推出了多款新品并将老产品降价混战消
费市场。

上代产品降价 手机市场再度热闹

对于国内的大体量手机厂商而
言，10月底已成为发布下半年旗舰机
的固定时间。

今年10月底，华为发布了Mate
20系列手机，荣耀推出了定位高端的
Magic 2，全面屏概念的提出者小米
也更新了全面屏旗舰产品线，带来了
MIX3，甚至联想也推出了手机品牌
重启后自家定位最高的Z5 Pro，一时
间，国内手机市场出现了久违的热闹
局面。

而10月19日开售的iPhone XR
尽管是新一代iPhone中价格最便宜
的型号，但售价依然超过了6000元，
仍属高端机范畴，是国内手机厂商们
主推高端新品的头号竞争对手。

根据京东平台的双11期间手机
排行榜，截至11月8日20：00，手机单
品当日销量冠军是iPhone XR，由此
可见尽管近期有消息称因新款手机销
量低迷，苹果已对富士康砍单10%，或
导致富士康裁员，但实际上消费者对
iPhone XR的热情并不低。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产品换代，降
价后的iPhone X也受到了消费者的
继续追捧，在单品排行榜上位列第二，
力压价格高企的 iPhone XS 和 XS
MAX。

排名第三的小米8同样说明着消
费者对于真正折扣的渴望，这款发布
于今年6月的旗舰机型双11前夕降价
500元，进一步强化了小米早年主打
的性价比属性，也因此得以在销量榜
上排名蹿升，风头盖过了自家新旗舰
MIX3。

和小米 8 同时期发布的 OPPO
Find X、vivo NEX等曾经话题度较
高的产品并没有在双十一期间取得较
明显的销量增长。

而华为Mate 20、荣耀Magic 2
以及小米MIX3等最新安卓旗舰没有
出现在单品榜上，与消费者仍处于对
新品的观望期，以及厂商在热门配色
的供货数量不足等情况有关。

无须频繁迭代 智能家居格局稳定

进入冬季，空气净化器、加湿器等
产品迎来了消费旺季。

经历了去年的遇冷后，今年主流
厂商相对谨慎，且因为空气净化器产
品形态相对固定，并不像手机等产品
一样需要频繁迭代，所以今年小米、
352等国内头部空净市场玩家还没有
发布新品。

而去年在成都发布了增加空气净
化器产品的锤子科技，今年屡屡被传
出经营不善的消息，则选择了在成都
再次举行一场发布会来回应传闻，并
发布了自家的空气加湿器产品。

从京东平台公布的双11电脑数
码产品榜单来看，智能家居领域销售
额前三甲的公司是小米、萤石和360，
除了小米的智能家居产品线较为丰富
外，萤石和360的主打品类是智能监
控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儿童手表等
设备，这些也是在手机领域较为强势
的厂商没有发力的产品线。

智能家居设备中的一个枢纽品
类，智能音箱产品也在双十一再度开
启了促销战。

小米的小爱同学，阿里的天猫精
灵以及百度的小度在家是智能音箱价

格战的主要竞争者，三家的主力产品
在双11期间价格均没有超过300元，
甚至还有价格不到100元的智能音箱
单品。整个智能音箱领域在财力雄厚
的巨头争斗中利润被一压再压，中小
公司也无力迎接价格战，锤子科技公
布的售价899元的智能音箱也选择了
回避双11的促销战，明年春季才会正
式销售。

今年双11期间的消费电子类产
品中，除了iPhone XR这样的新品以
外，大部分高销量产品都是有较高价
格优惠的老产品，有些厂商在清理库
存，有些厂商在趁机抢占市场。用户
的选择也说明，在购物节繁多的促销
手段包围下，理性消费正在成为更多
人的选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蔡世奇

双11消费电子产品迎冲量期
降价手机受欢迎音箱再陷价格战

《电子商务法》有哪些影响？

孙羿表示，对于电商行业的影
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对于电
商的经营主体及经营范围做了明
确。以前，行业主体不明确，各类违
规网络经营活动层出不穷，没有统
一的监管部门，没有统一的行业标
准，经营范围没有限制落实，行业乱
象丛生。二、消费者权益损害有了
法律保障。《电子商务法》颁布将有
利于维护整个电商市场秩序，对于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出现权益损
害，可以直接通过相关渠道反馈，有
整套的法律处理机制得以保障，以
前消费者在遇到权益损害时无路可
寻的情况将得以改善。

成都的电商数量及电商消费者
数量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也举办
了全国移动电子商务年会，成都的电
子商务行业发展处于中西部首位。
所以《电子商务法》的颁布，对于成都
电商业发展的影响将更为深刻。

“消费陷阱”要如何预防？

孙羿提醒，消费者在选择网购
商家及产品时，要先做好核实真假
的工作。网购商家相关信息是否知
晓，是否真实，消费者评价如何等。
产品基本信息是否清楚，产品有无
质量问题，商家有无售后保障等，不
要轻信商家或者店铺的一些误导宣
传。在不规范的电商平台或商家
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隐藏霸王条
款”、“双重标价误导”、“特价无库
存”、“概不退还”等消费陷阱，一旦
消费者选择或者购买相关产品，会
带来诸多不利后果。

在成都上一年度的数据统计
中，出现了较多的“消费陷阱”的情
况，这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产
品选择时一定要警觉，一定要选择
正规合法的电商平台，选择有相关

质量保证的产品，在产品的信息了
解上要做好功课，才能从源头防范

“消费陷阱”的出现。

网购遇到问题如何维权？

孙羿介绍，对于在网购中购买
到了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虚假产
品，消费者应当通过正当渠道进行
维权，《电子商务法》就消费者维权
的方式进行了规范。消费者在收到
产品后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向电商
平台以及商家反馈，对于问题商品
进行取证。店家及平台也应当在
合理范围内给予答复并处理，若无
法得到解决，消费者再向消费者协
会进行告知协调，若还得不到合理
解决，消费者可以考虑诉讼等途径
解决。

这个维权过程，其实对于消费
者及商家都提出了要求。对于商家
而言，消费者合理的诉求必须得到
满足与保障；对于消费者而言，维权
的权利不能滥用，必须有理有据，有
法可依。

赠品是否需要符合“三包规定”？

孙羿表示，依据法律的规定，赠
品依然属于商品，同样应当享受商
品“三包”的服务。按照《合同法》的
相关规定，经营者以消费者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为条件，以奖励、赠
予等促销形式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的，不免除经营者对该奖品、
赠品或者奖励、赠予服务所承担的
修理、更换、重做、退货等责任。商
家有义务对奖品或赠品包修、包退、
包换，消费者也有权要求商家对奖
品和赠品履行“三包”义务。

对消费者来说，赠品出现质量
问题，造成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同
样也适用正当的维权措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雷强

双11来了
请收下购物避坑小“贴士”

双11已经进入倒计时，买家购物车中囤积已久
的商品，就等11日零点“开闸”。历经了九年的线上
购物狂欢，电商平台已经培养了大批忠实的剁手党。

“空仓钜惠”、“特价无库存”、“概不退还”……依
然有不法商家的诱惑性宣传和强制性条款，让原本
淘实惠的买家苦不堪言。大家在买买买时候，怎样
才能避开陷阱，维护自身权益？双11前夕，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四川开山律师事务所孙
羿律师，为大家提供一些购物避坑小“贴士”。

天猫双 11正在倒计时，毫无意
外，今年又有新的快递纪录诞生。据
预测，今年包裹有望出现1天10亿的
天文数字。当前，快递网点都在全力
备战。

搬 运“ 叠 罗 汉 ”、爬 楼“ 草 上
飞”……最近，在河南登封一处天猫直
送网点，临时来了两个送快递的功夫
小子，功夫+快递吸引不少关注。

“去年初才 200 件，现在每天
1000件是常态，到双11，这个数字得
2000件。”网点老板老梁说，一年半增
长10倍，天猫双11前，网点在人力、
场地方面都进行了积极准备。

登封是武术之乡。这里是中岳嵩
山所在，前有电影《少林寺》火爆全国，
后有2008年登封提出打造“世界功夫
之都”，让功夫成为城市名片。当前，
仅市内就有大小武校70多家，10月底
刚刚举办的国际少林武术节，有8.6万
名武校学生参与。

“这里人人都会一些功夫。”老梁
说，功夫赶巧碰上快递，也给紧张的备
战带来一丝轻松快乐。

每天清晨7点，网点一天的工作
就开始了。“临时工”大周、小周直接穿
着练功服就到了网点。他们已习武数
年，散打、套路、棍棒等不在话下。有
良好的武术功底，送快递只是“一桩小
事”。

老员工只简单教了一会儿，两人
很快投入“战斗”。8点前是入库、分
拨时间。随着行业的技术化、互联
网化，以往靠人力手写脑记的事情，
现在巴枪+电子面单，分分钟就可以
搞定。

半个多小时，早上500件包裹已
分拨完毕。然后装车、配送，发往不同
的承包区。两人分到的区域有小区、
武校和城郊。

华峰苑小区是当地的老小区，没
有电梯。大周带着两袋大米、一箱生

活物品，飞奔着就把快递送上了四楼，
不带喘一口气。

收到功夫快递的吴女士乐呵起
来。“现在快递太快了，太方便。”她家
米面粮油都在网上买，这在以前不可
想象。在当地，一天两次派送快递的
方式，甚至让早晨下的订单最快下午
就能送到。这背后，国家智能骨干物
流网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加便利。

提起马上就到的天猫双11，吴女
士笑了，“别说了，还没到几千块已经
花出去了，购物车还满满的等着清
空。”

送快递间隙，大周小周不改功夫
小子本色：下楼来了滑滑梯；走在小
巷里一时兴起展示下“飞檐走壁”；
小路上一个跳跃腾空，动作姿势潇
洒，工作也就没那么辛苦。两人私
下开玩笑，“说不定快递+功夫能创
出新招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婷

单身经济崛起“一人份”商品走热
悄然间，一人分量的

商品正在爆款中迅速蹿
红：迷你微波炉销量增
970%、迷你洗衣机销量增
630%、一人份火锅销量增
200%……

11月6日，来自天猫
榜单的“小报告”发现，过
去10年，从快消品、家电、
家居，到美妆护肤，人们
的日用品在集体变小、功
能更细分。而这些日常
细节，正在不动声色地折
射“单身经济”的崛起。

效力双11 功夫小子变身快递员

单身人群
对生活品质要求更高

两年前，民政部数据就显示中国
成年单身人口超过2亿，平均结婚年
龄27岁，一线城市更推迟近30岁。

报告显示，迷你微波炉和迷你洗
衣机的购买人数增长最快，过去一年，
就分别增长了970%和630%。其中，
迷你款的销售增速比普通款还要高出
15个百分点。而100克装大米、200
毫升的红酒在同类单品中销量增速最
快。“一人量”商品成大势所趋。就连
社交属性最强的火锅，也开始流行一
个人吃，速食小火锅购买人数同比增

加了208%。
一个人生活，更要对自己好。近

两年，功能细分的迷你家电新物种不
断诞生。此外，食物垃圾处理器、体脂
称重仪、按摩椅在过去9个月，销售增
速分别超过了160%，120%和110%。

这种集体情绪和生活观，甚至悄
然改变了家的模样：迷你冰箱在2018
年购买人数增长超过33％，这类冰箱
常常放在卧室，用来冰镇小支酒、水果
和面膜；专用于清洗女士内衣的壁挂
式洗衣机，仅2018年 6月的单月销
量，就抵过了这个品牌第一季度总销
量；还有迷你投影仪，双11开启预售
后，超过10万人把它加入了购物车。

商业模式
因需求改革而定制化升级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
长杨雄认为，社会经济水平提高后，人
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不再认为
结婚、养家糊口是头等大事，而更注重
追寻个人梦想。而互联网技术的发
展，也敏锐捕捉到这一需求变革。过
去几年，天猫一直在利用大数据算法
帮助商家“看见未来”，与商家一起孵
化越来越小、越发细分的商品。据悉，
100克装米也是在天猫快消事业部的
推动下诞生的。

天猫总监王丹说，2017年他们从

用户行为数据中发现大家爱买的快消
品越来越小这个趋势后，还专门做了
用户调研，发现购买主力军是90后，
之所以喜欢买小袋独立包装食品，主
要是一个人生活，对食材的新鲜度非
常在意和敏感。

一位冰箱专卖店人士表示，专
门用于冰酒、冰面膜的迷你小冰箱
的销量增速要高出普通款，“单身群
体是拉动消费升级的主力大军，这
个趋势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商
品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细分，是眼
下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的缩影。”王
丹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婷

功夫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