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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全场5折”、“秒杀
最低价”这样的广告铺天盖
地，但和热情过火的商家相
比，消费者很淡定。

平时就喜欢在网上购物
的市民刘宇说，今年她和朋友
们早早就准备好了，“我们不
想去抢特价商品，而是找一些
自己现在需要的产品。”她说，
去年“双十一”她和朋友抢回
了一堆用处不大的东西，而今
年要理性很多。

“我去年买的化妆品号称
‘专柜验货’，可是哪有专柜会
给网上买来的东西出验货证

明啊。”市民邢女士说，今年
“双十一”再不会这样了。

“去年‘双十一’熬夜抢了
不少东西，后来都是以蜗牛般
的速度送到。”漯河市民张小
雨说，为避开“双十一”的快递
高峰，她这几天已在经常光顾
的几家网店购买了商品。“给
自己买了鞋包，给宝宝囤了奶
粉尿不湿，还给家里老人买了
棉鞋，这几天已陆续到货了。”
张女士说，她特地挑选提前做
促销活动的店铺购买，对方承
诺价格高于“双十一”就退还
差价。

11月11日马上又来了——

今年“双十一”你得这样玩
□记者 祁驿

核心提示｜明天
就进入 11月了，
一年一度的“双
十一”也即将来
临。

和 往 年 相
比，今年的“双十
一”启动更早，商
家也更为重视。
不光是电商网站
对“双十一”高度
热情，不少非电
商企业也对“双
十一”充满了期
望。

备战：人人都玩“双十一”

还没进入11月，天猫、当当
网、凡客、京东商城、苏宁、国美等
均已相继宣布新的促销政策。

除了加入“双十一”游戏的企
业越来越多，“双十一”产品也发
生着变化，家电、服装和数码这

“老三样”正在被“汽车”、“生鲜”、
“旅游”这“新三样”盖过风头。

汽车方面，目前已经有50个

厂家，超过300款车型宣布进入
“双十一”战场，网购汽车的战火
看上去即将展开。

生鲜也被看做是今年“双十
一”的“黑马”。数据显示，顺丰优
选在去年11月11日当天销售额
增长26倍，订单量增长17倍；天
猫售出50吨阿拉斯加野生海鲜。

作为“双十一”一大新亮点，

上线4年的淘宝旅行摘掉了淘宝
的帽子，开始以“去啊”品牌独立
运营，马上引发了去哪网、携程网
为首的在线旅游网站“口水战”，
从国内外机票、酒店、客栈公寓、
景点门票的单项预订到跟团游、
自由行套票，从境内游到境外游，
一场在线旅游的价格战正在拉开
帷幕。

推广：手机终端成主战场

随着4G手机的普及和手机
社交应用的发展，在“双十一”前
后为秒杀“坚守”电脑的场景，正
在被手机终端所取代。今年“双
十一”，手机终端将成为主战场。
阿里巴巴的无线天猫、手机淘宝、

支付宝钱包、淘点点等手机APP
都将是今年“双十一”的重头戏。

电商平台京东则表示，“双十
一”期间可进入其手机客户端、微
信购物入口、手机QQ购物入口及
京东微店和拍拍微店秒杀。此

外，京东微信购物和手机QQ购物
“双十一”前就启动了“亿元合体
红包”活动，用户在领取红包后，
可主动与自己的小伙伴发起“红
包合体”，通过合体后的魔术能
量，不断收获更大金额的红包。

支付：互联网金融大热

“双十一”的到来让不少网购
一族痛并快乐着，想血拼就要钱，
这个需求显然被互联网金融产品
盯上了，京东白条、蚂蚁微贷纷纷
推出了活动。

蚂蚁微贷与天猫合作共同推
出了天猫分期购优惠活动，使得
消费者可赊账购买分期付款，近
日就有网友反映，登录天猫会发
现在天猫会员增加了一栏“权益
消费额度”，并可显示消费额度。

此外，“双十一”期间，天猫分期将
为所有用户提额，并推出超长期
限的免息分期。

传统银行也为“双十一”努
力着。工商银行推出“工银e支
付”，无需U盾、电子密码器，即可
在PC端或手机端完成单笔5000
元以内、日累计5000元以内、单
月累计5万元以内的支付业务。
整个支付过程中，客户只需按提
示输入预留的手机号和账号后六

位，再通过短信验证码进行身份
验证，即可轻松完成付款。截至
目前，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广发
银行等13家银行已与支付宝合作
推出信用卡网络支付积分体系，
只要在支付时使用支付宝的信用
卡快捷支付功能，就能获得相应
集分宝。而在付款时，页面会实
时显示信用卡的积分和可抵现的
金额，选择“我要抵现”，完成积分
兑换，即可完成用积分购物。

围攻：“双十一”反击战打响

往年的“双十一”都是阿
里巴巴唱主角，今年明显不一
样，无论是电商网站还是传统
商家，都在进行反击，消费者
也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

京东早早宣布，在官网
(JD.com)、移动客户端、微信
购物和手机QQ购物全平台
同步开展全品类促销活动，
11元秒杀三星NOTE4，近20
万台特价电视，500升对开门
冰箱跌破3000元，滚筒洗衣
机低至1111元，为阻击阿里
巴巴，京东拼了。

阿里巴巴则是在包括大
河报在内的平面媒体上连续
刊登大家电预售广告回应，阿
里巴巴公关部工作人员介绍
说，截至10月 28日，天猫大
家电预订已累计超过 20万

台。彩电、冰箱、洗衣机、空
调、热水器等大家电非常受欢
迎，其中海尔216升三门冰箱
已有1.3万余人预订，格力大
1.5匹变频空调近万人预订，
海尔模卡40英寸彩电1.5万
人预订。

在电商们备战“双十一”
时，传统零售企业也没闲着。
由中国零售商业门户网站联
商网、银泰商业集团、步步高
商业、天虹商场、银座、家家
悦、五星电器、宏图三胞、维客
集团、孩子王、乐城超市等国
内领先零售企业联合发起的

“莲荷行动”中国购物节正式
启动，将联合全国各区域实体
零售商在11月11日-16日开
展联合大促销，和线上的电商
争人气。

理性：消费者提前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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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电话：65796185

出租招租

●南三环临机场高速，50年独

立产权新建框架临街整栋楼

9000㎡现对外整体招租或转

让，适合汽车超市、二手车

或酒店经营 13525557600
●社旗县城3万平标准厂房办

公楼招租招商 13703718214
●西四环锦艺轻纺城北1万8千
㎡框架楼招租。18838039983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3525515567
●高档办公各种面积67957228
●CBD内环纯一楼拐角商铺

110 ㎡位置绝佳 18736051141

●河大美食招商18503710208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旺铺 1800㎡四楼精装整租

1-3楼电器卖场 13015538860
●大石桥5楼80平带电梯精装

办公/展厅/培训 65960231
●郑东新区商都路京港澳高

速路口西整栋二层 9000平
米黄金地段商场招租适合

家居建材汽车 13674946222
●西三环 800㎡13592599620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二层临

街商铺 1400㎡ 13014501908
金水路文化路

500平米两层 13673976493

门面招租
银行证券优先
紧临东区二层独立门面2000㎡
期限 10年以上 18637109819

求购求租

●教育集团求租（购）成型办

学场地或独立厂房。占地 10
到 100亩。18339957046
求租买整栋楼

2千-4万平 13253561092

房地产

●龙口海景房：12.8万元/套起，

70年大产权、不限购、可贷款；

周五龙口发团 99元/人，加一

元夫妻同往 0371-55626111

●土地 1、开封商住用地 90亩
2、新郑 23亩工业地
房产 1、经三路北环精装 86
平39万 2、东郡蓝湾一二楼复式
独立车库花园 3、鑫苑名家
二楼精装双气126㎡。4、裕华
广场双气车库。13939066088
● 诚招区域代理
海南精品楼盘，提成 10%
电话：0898-68525027
海南温泉房

原生态观山瞰湖高层、湖景别
墅、超低价3480元/㎡起，70年产
权，温泉入户，远离雾霾，毗
邻高速高铁，准现房！紫荆山
路华林时代广场438室55972135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 66213000

写字间楼
●写字间价低租15515601328

●出租商用办公用房256平米

姬先生 18537129155

出租仓库厂院
●大型仓库厂房招租

18703838997、15838178593
●十亩厂房出租13703925011
●马寨厂房仓库13303849866
●荥阳30亩院带2000㎡办公楼

出租或合作 15837127153单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江山路 9800㎡13903718234
●西四环标准厂房/航吊厂

房出租 18703822699王
●仓库厂房出租 13333852588
●高新区办公、宿舍、教学楼、

仓库，可分租 15890697377
●低价出租厂房 13598839078
●4层厂房带电梯13598839078
●嵩山路南四环大型钢结构

厂房仓库 18638238238

●杨金园区厂仓15838176383
●钢构厂仓出租18638120682
●东区厂房2320㎡15890197792
●仓库出租国基路与中州大道

东 300米 13803711981
上街厂房招租

●●●0371-60103052●●●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