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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上万商户参与大促
这周末就是双 11，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这是电商们的狂欢节，不过这样
的场景正在发生变化。当你走进购物中心、餐饮店、小吃店，都会发现
线上线下实时互动的体验感越来越真切和丰富。饿了么昆明负责人就
告诉记者，此次双 11 期间，昆明至少超过 1 万家餐饮、小吃、便利店、鲜
花店、水果店、超市商户参与到了大促当中。

线下超市全力备战

线上线下整合促销

双 11 就要来了，日新达连锁生活
超市有着 14 年工龄的高管刘富改，进
出办公室与零售门店的次数越来越
频繁，脚上爱穿的中跟鞋也变成了运
动鞋。
在核对优惠商品的 DM 彩页、监
督门店节日装饰及商品陈列等各项
工作中，她常常会想，今年双 11 当天
自己应该去哪些门店支援前线销售
工作，好争取把去年双 11 销售额翻两
倍的业绩再提升一个档次。
“ 去年当
天在七彩店，真的是排起了长队，我
都在前线站了 10 小时。
”
日新达目前在全省的门店规模
为 80 家，必须参与到双 11 一起大促
的念头在 2016 年时变得越发强烈。

“2014 年和 2015 年我们有了参
与其中的想法，到 2016 年我们开始尝
试和支付宝合作，那时合作方式比较
单一，就是在支付环节上给消费者立
减或赠送。”刘富改说，今年双 11 俨然
成为商超重要的销售节点。
“10 月底
我们各门店就开始准备店内地贴、吊
旗等装饰物料布场，且商品采购部门
从各个库里调集招牌产品进行 DM
彩页的准备及微信公众号的推广。
“这也是合作渠道力度最空前的
一次。”刘富改介绍，在天猫双 11 合作
方饿了么的支持下，日新达此次双 11
的促销方式非常多元。
“ 买一赠一的
优惠涵盖了三分之一商品，打 5 折的
商品达 5%。
”

淘宝小店严阵以待

昆明商家利用双 11 做活动

越来越多的小店加入到双 11 的
优惠行列中。
师兄和师姐（淘宝直播间粉丝送
的称呼）在电视行业混迹 10 年，习惯
了在竞争与高速生活节奏中游走，却
毅然离职扎进了淘宝这片“大海 ”。
因为曾经在电视台和购物公司工作
的原因，转投淘宝以及淘宝直播对这
对白领夫妻来说似乎并不困难，而这
个双 11 正是他们蓄力参与的第二个
疯狂购物节。
“2017 年 8 月，我们开了第一间
淘宝小店，以平均每个月去台北一次
的频率，为店铺的粉丝们带来独家的
台湾保养达人严选好物，并以直播这
种最直观了解商品的方式呈现来自
欧美及中国台湾原产的独家、高品质
的保养护肤品，吸引了很多追求天然
有机护肤的铁粉。开店 3 个月，迎来
了双 11，手忙脚乱报名了淘宝嘉年华
活动，那一年双 11 在台湾直播，当月
销售额增加了 4 倍。”
师姐说。

虽说当卖家的经验尚浅，
但当买家的经验却已整整 10
年，所以对于双 11 带来的一波
波 流 量 涌 入 ，夫 妻 二 人 心 如 明
镜。鉴于销售额从月均几千元到几
万元的增长，进入 2018 年，夫妻做了
新的决定：返回家乡昆明再开一间淘
宝小店推荐家乡美食。由于已经有
了第一个店铺的经营经验，他们已是
驾轻就熟。
走进食品原厂直播、即时分享绿
色食品现场制作等模式，让二人的小
店有别于其他夫妻店。
“几乎把过去 10
年在媒体和购物台积累的经验都给用
上了，特别是师兄发挥了自己‘话痨’
的优势，
撑起食品店铺的直播间，
也快
速吸引了一波吃货铁杆粉丝。
”
师姐笑
谈，
在即将来临的双 11，
他们的两个店
铺都已提早备好货源并设置好了进店
优惠。
“双 11 当天直播时间会延长，食
品店铺会有抽奖，希望更多全国朋友
爱上云南绿色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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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网上狂欢
也是线下盛宴

A11 关注

云南消协提醒：

特价别轻信
秒杀需冷静
双 11 临近，网购热潮将至。云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
者协会近日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
费者选择信誉良好的购物网站，理
性看待“限时抢购”等促销活动，不
宜网购急用商品和保质期较短的
食品。
消协提醒，消费者应选择具有
ICP 认证标志和“红盾”标识的购物
网站。不轻易接收和打开陌生人通
过聊天工具、电子邮箱等途径传送
的文件或网站链接，保护好自己的
网银信息，
谨防“钓鱼网站”。
同时，要理性看待所谓的“限时
抢购”
“ 爆款秒杀”
“ 巨惠特卖”等促
销活动，不轻信“特价”
“清仓价”
“全
网最低价”等促销信息，注意货比三
家，警惕“先涨后降”套路。针对“优
惠券”
“ 满减红包”
“ 店铺券”等，
应提前向客服咨询相关使用
条件。
网 购 时 ，消 费 者 应 通
过正规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进行支付，谨防不法分子盗
取个人账户等信息。谨慎
对待通过朋友圈、微博、微店
或视频营销等新型媒介开展商品
销售的活动，如确实需要购买，建议
选择“货到付款”。
消协特别提醒，双 11 网购急用
商品和生鲜等保质期较短的食品应
慎重，以免快递延误或送货途中商
品变质。消费者应提前了解退换货
流程、是否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
等情况，收到商品及时验货，发现问
题及时联系商家处理。
此外，消费者应注意收集和保
存促销活动细则、
商品订单页面、
聊
天记录等相关网购证据，以便日后
维权和享受保修等售后服务。发生
消费纠纷时，可与商家协商解决，或
通过网络交易平台、拨打 12315 进
行投诉。
新华社记者 林碧锋

吃喝玩乐全面覆盖
影院、每天两场百万红包
雨和 6 亿元优惠券……
在昆明参与活动的商
家涵盖餐饮、便利、生鲜、美
容美发、购物中心、医药等
日常生活全场景。
饿了么昆明负责人告诉
记者，此次双 11 期间，昆明至
少约有超过 1 万家餐饮、小吃、
便利店、鲜花店、水果店、超市
商户参与到大促当中。
本报记者 张芳 摄影报道

新华社发 商海春 画

今年的双 11，天猫宣称将实
现对吃喝玩乐的全覆盖。这意味
着昆明消费者除了网购衣服、包包、
化 妆 品 等 能 享 受 优 惠 外 ，线 下 吃
饭、购物、娱乐的各类生活服务套
餐也有超值优惠。
今年双 11，本地生活服务将
异军突起。饿了么和口碑联动
100 万餐饮、水果、鲜花、
娱乐的本地商家和 300
万名外卖骑手全面参
与；淘票票联动 5000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