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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不同，今年“双十
一”的红包大多数在微博和微
信等社交平台上派发，且派发
的不是官方社交平台本身，而
是网友社交圈中的名人以及好
友等。也就是说，今年如果哪
个网友的朋友圈广，关注的人
数多，社交面宽，他的红包就会
比别人多。

阿里巴巴集团市场部相关
人士表示，今年天猫“双十一”
主打“全民红包”。通过“合伙
抢红包”的方式不仅增加了可
玩性，也为“双十一”的购物增
加了“组队打怪”的游戏感。而
京东方面则通过与有着庞大用
户群体的微信合作来散播“双
十一”红包。

记者了解到，拍拍网也推

出了“拍便宜”活动。每天推出
特价团。不同的产品规定了团
购人数。用户只要在第一时间
内通过微信发起团购，并达到
规定人数就能抢团成功，成功
拍下商品。拍拍网的模式同样
是通过社交网络来达到促销目
的。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微博、
微信派发红包，固定人数团购
的共同点都是通过社交平台。
而用户打开这些社交平台的工
具已不再局限于PC端，还能通
过移动端、PC端的多端方式。
这也是智能手机应用功能不断
强大以及支付功能不断完善在

“双十一”购物狂欢上的一大体
现。

“双十一”前戏开场

众电商掀起“红包大战”
核心提示 |“双十一”发红包已成为一种时尚，今年同

样不例外。为提升“双十一”销量，天猫、京东还有拍拍网等，
都早早为用户派发了“福利”，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红
包派发各家都看上了社交平台，不但拼朋友、拼人气，更拼起
了手机。

天猫联合微博大V派红包
据天猫相关人士表示，今

年的天猫让所有用户都参与到
红包的发放和领取中来，旨在
打造“全民红包”的狂欢。从
10月21日开始，包括伊能静、
桂纶镁、杨幂、萧敬腾等26位
明星在内的1111位微博红人
就已在新浪微博上大把发放

“双十一”天猫红包了。记者在
天猫的官方微博抢红包时，也
抢到了由李玟派发的 1元红
包，当时的数据显示，李玟已派
发了2.9万个红包。同时，萧敬

腾的红包也已派发了 5.9 万
个。“双十一”也成为近期微博
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仅“我
的双 11”话题讨论量已超过
134万，阅读量则超过7.2亿。
此外，据天猫方面透露，现在用
户还可登录最新版手机淘宝和
天猫无线客户端即有机会领取
一枚“种子红包”——将“种子”
的链接发给好友后，24小时内
只要好友点击链接，用户就有
机会和朋友同时获得红包。

京东微信玩“合体”
腾讯入股京东后，京东与

微信展开了紧密合作。记者看
到，自10月25日起，京东微信
购物和手机 QQ 购物启动了

“亿元合体红包”活动。只要关
注京东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
通过点击下方的“粉丝福利”看
到“双十一”抢红包选项，用户
在领取红包后，还可邀请朋友
进行合体。所谓的“合体”，就

是把该条信息分享至微信好友
或者朋友圈，只要有好友前来

“合体”，红包就会更大。对于
没有抢到红包的网友，京东也
给出了补偿，只要通过点击你
的分享链接还能拿到红包。不
过京东设置了合体次数最高为
68次，最多可赢取1111元的至
尊红包。

刷一刷“社交+端”成趋势

为了备战“双十一”，顺
丰向记者表示，“双十一”期
间，顺丰36架货机将全部投
入使用，并且会增加铁路运
输比重，同时加大地面配送
车的数量。

韵达方面也表示，将动
用全网络的21000辆运输车
辆，动用8万派送人员，租用
临时场地5万平方米。

据悉，圆通速递目前正
在做招聘、培训、分拣、快运
等各环节的准备。指导好快
件疏运和投递工作，避免出
现“上游集中放水，下游快件
爆仓”问题。

申通快递有关负责人表
示，其增加了江浙沪等地区
到北京的直跑车辆。

此外，顺丰增加专机线
路28条，准备启用所有主备
用散航班次1422条线路；圆
通新增航线101次；申通打
算利用冷门航线的仓位对航
空货物进行分流；汇通新增
航空线路37条。

快件或将超纪录
快递企业做准备

（上接B06版）

□记者 任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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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疏通66677733水电修改防水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外墙清洗刷漆防水61612779
●外墙地毯家政13027779355
●保姆钟点做饭陪护67715997
●鑫马家政60923128专业保洁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65920177三和家政60332996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佳宜保姆陪护15838183712
●好帮手保姆保洁65942095
●家佳美55518187保姆保洁

●●精保洁63789230亮洁家政88884545龙发保洁

信息窗口

●专业火锅桌13273025963
●社保养老咨询13673992227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内乡县2000亩山林手续齐全

40年年限转包15138739578
●消防难题咨询13939006684
●豪华KTV会所包间、演艺厅

招募合作伙伴15515601328

招商

●实时到账0.3%网络POS机，

银联移动POS机18603715350

●眼镜店加盟13598048752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招个人经

销商,项目合作13140069111
●钢筋捆扎机18003990277
●全峰快递加盟13103710109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www.egtjf.com
●侣通快递招商15638817058
●美食城招小吃18003853808

转让

●郑州金水区繁华地段酒吧

1300㎡转让13643900000
●超人气旺美发18037890305
●郑州西区在建中30万㎡标

准厂房项目寻合作或转让.
电话13323858777
●营业中足浴店转生意好位

置佳带有停车场18530822993

●经三路门面转13903813667
●位佳饭店400㎡15936250087
●万达精装火锅13253682333
●转黄河路门面13700874877
南阳名车汇转
让1100平米15237702447王

软件网站

●低价快速建站53395926
●398起建网站15093249093
●专建营销型网站56712363
●微信商城淘宝装修65758310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经三路东风路大型快餐店

整体转13693741055价格面议

●营业饭店转让18625563915
●转国基路饭店15538205385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转加盟火锅店15093465606
●东风路天旺广场650㎡精装

修火锅店转15378782989
●淮河路营业中饭店700m2
新装修配套齐13526612567
●转升龙国际旁饭店56718288
●本人因工作调动需转让经

营中的大型快捷时尚酒店，

经营七年客源固定，接手即可

盈利，高先生13938272662
饭店急转

急转西大街与南顺城街口

800㎡营业中饭店15138932748

寻人启事
●孔小软，女66岁
穿黑红上衣黑色

裤白色鞋2014年
10月26日早8点
在管城后街与西

街附近走失知情者请联系邵

女士：13733188158（定重谢）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汽车租赁

●新款奥迪A6L包月88880036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万佳汽租65706057车新价低

●一驰租车66666673车新价优

●★66元租车新价低55667788
●专业回收报废汽车、办理报

废汽车手续13643833924
●一飞租车车新价优60277555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15237155577
●高价收新旧车13937100034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13803890443
●效果图施工图预算55615204
另：承包办公酒店别墅家装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工程预决算13014599139
●鉴定加固改梁13253529116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装修钢构贰级13937102710
●建筑规划设计13598866769
●办公店面商场55695952价优

●精品效果图施工图60965673
●工程预算18137336720半价

●专业设计制图施工办公楼

医院酒店KTV别墅60228110

装修装饰

●专业设计施工办公楼、酒店

KTV、别墅0371-55610878
●办公酒店别墅家装66618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