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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双11也不例外，还
没有迈进11月的门槛，各大
电商就打出了促销的广告。
与往年一样，淘宝天猫早早地
放出各种购物津贴、红包、满
减券等来吸引大家眼球，更以
定金翻倍的形式锁定目标客
户。虽然已有自己的狂欢节，
作为电商三巨头之一的京东
和苏宁也搭着双11的顺风车
进行促销活动。没有大张旗
鼓地宣传，没有频繁地投广
告，但京东首页已经悄悄地加
上有“11·11全球好物节”“低
至5折”字样的宣传横幅，苏
宁也在首页轮播图上标注了

“11·11”字样并推出了满减、
秒杀等活动。不仅如此，包括
以跨境电商为主的亚马逊、网
易考拉、西集网等，也已整装
待发，等待着双 11的到来。
看来，阿里这场风刮得够彻
底。

剁手前这些红包、券必备

面对双11的活动，剁手
党们都铆足了劲准备血拼，但
也有人吐槽有些活动太复杂，
各种满减优惠下来，已经不知
道最后到底要掏多少钱了。
记者亲自体验总结购物流程，
想要超低价，这些步骤必不可
少。就拿淘宝某服装品牌来
说，想要拿到最低优惠，首先
你要领取一张该品牌的满减
优惠券，其次再领取该店的津
贴，之后再交可以双11当天
翻倍的定金，这就完了吗？当
然不，如果该店有定时发放的
秒杀券，一定不要忘了秒杀一
张，最后淘宝也会时不时地在
一些平台放出红包，综合起来
的价格才是最终到手价。而
食品和日用品就相对来说简
单一些，一般会注明双11狂
欢价，再领取店铺优惠券和跨
店津贴即可。

记者发现，定金方式的促
销从早年的个案到今年双11
开始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
定金促销的方式也是花样百
出：有消费者通过交定金后在
双11当天成交能够“定金翻
倍”抵扣商品价格的；也有交
定金后获得双11当天超低价
抢购名额的；还有交定金后获
得在双11当晚前一个小时下
单权利的；更有通过定金能够
获得以超低价购买商品机会
的，看似简单的定金模式硬是
被电商们玩出了新的“套路”。

双11能买到最低价吗

根据淘宝天猫的双11策
略，双11主会场的所有商品
当天的价格必须低于9月15

日至 11月 10日期间成交
最低价的九折、1月12日至
12月 11日期间不得低于
双11当天售价出售。也就
是说，理论上双11主会场
的商品价格是当年9月中
旬到12月上旬期间的最低
价格。据2017年数据样本
显示，茶酒、珠宝饰品、家饰
三大类的商品中在2016年
双11达到最低价的占比达
到50%以上，其中茶酒达
到 62.50%，而女装只有
6.48%的商品在双11的时
候才是其最低价。

中消协发布的2017年
双11网络购物商品价格调
查报告也显示，在受监测的
16家网络购物平台的539
款宣称参加双11促销活动
的非预售商品中，在整个体
验周期内，不在11月11日
也能以双11价格或更低价
格（不考虑联动活动情况）
购买到促销商品的比例达
到78.1%，先涨价后降价、
虚构“原价”、随意标注价格
的情况较为突出。

以上的数据仅是一部
分商品，如果将商品扩大可
以看到，和双 11 类似的
618大促期间，各大主流电
商平台只有小部分商品是
历史最低价，天猫最低价商
品比例也只不过41%，苏
宁为 39%，亚马逊则低至
18%，其他的如京东、国美
等在30%左右浮动。

哪些品类降价幅度大

虽然买到最低价格商
品的概率并不高，但我们还
是可以考虑降价最多的商

品作为剁手对象。
大数据显示，在双11活

动中，服饰、日护品、家电、电
子产品是降价的主力军。就
拿服饰来说，相对于饮食、日
用品这些日常需要且无季节
性可言的商品，服装类商品
在双11中降价较为迅猛，前
提是服装品牌在商场设有专
柜，可以查到吊牌价的商
品。在北方来说，11月是秋
冬季节气温的分界线，因此
11月前专柜的当季新品，在
双11时五折以内就可到手，
如果不着急穿，囤一件也是
不错的选择。女士们喜欢的
护肤品和彩妆也适合购买，
虽然高端产品价格上并没有
下调，但是赠品增多，算下来
也接近5折。家电类和电子
产品也通常会有低折扣和补
贴。

除了淘宝天猫，每家电
商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例
如京东，电子产品和食品、日
用品相对来说优惠力度更
大，“满99减50”“满199减
100”等各类满减活动让人
心动不已。苏宁除了众所周
知的家电品牌优惠力度大
外，专做母婴的苏宁红孩子
也联合百大母婴品牌推出大
促活动。国美则以家电为
主，推出了“套购买4免 1”

“整点免费抢”“万人组团拼
底价”等活动，并提出了三大
服务承诺，从商品、价格、送
货安装等方面保障消费者权
益。

想要购买境外商品，除
了主流电商平台，大家还可
关注亚马逊、网易考拉、西集
网等专做跨境业务的电商平
台，专做进口母婴特卖商城

的蜜芽也可满足有特定需求
的消费者。

双11避免踩雷

虽然双11是购物囤货
的好时机，但一些雷区也要
避免踏入，特别是下面几个
方面，剁手剁上瘾的时候，一
定要多留意一下。

首先，剁手别忘理性，避
免冲动消费。双11期间，电
商五花八门的促销广告，容
易让消费者冲动消费。因
此，消费者不要盲目购买不
必要的商品，警惕价格陷阱，
建议消费者网购前一定要了
解清楚促销活动的细则，并
注意留存促销活动的截图和
商家作出承诺的截图等资
料，避免权益受损。

其次，根据你买的商品，
擦亮眼睛看清楚售后服务。
若购买的是家电产品，注意
售后服务是否包含配送、安
装等项目；鲜活易腐商品不
在7日无理由退货范围，在
购买生鲜食品时，要仔细查
看生产日期、保质期，避免冲
动购买大量暂不需要的产
品。在交易过程中要注意收
集和保存好相关网络购物证
据，如：聊天记录、购物记录、
购物页面截图、购物票据凭
证、快递单、发货单等。

第三，选择正规电商平
台。在网上购物选择经营规
模较大、信誉度较高的购物
网站时切记核对官网地址，
不要轻易尝试点击卖家通过
微信、QQ、电子邮件等方式
提供的交易链接或图片，防
止电脑被木马软件操控误入

“钓鱼”网站。
第四，谨防不良贷款。

为促进消费，各大网商（如分
期购物平台、P2P贷款平台、
淘宝、京东、58金融等传统
平台）纷纷推出了先买后还
的借贷手段，甚至针对没有
固定收入或收入微薄的学生
团体推出了更加方便的支付
手段。网络借贷带来便利和
实惠的同时，暗藏风险：开始
借贷金额不高，翻倍速度快，
让借贷人不堪重负。

还有一点，使用安全支
付方式，谨防信息泄露。尽
量选择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
或者货到付款，不要轻易相
信对方以任何理由要求直接
转账、汇款至私人账户，以及
通过发送付款链接页面或扫
二维码等方式进行付款；注
意不要随意填写或告知他人
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银行账
号、密码等个人信息，防止因
个人信息泄露导致银行卡被
盗刷。

11月2日，小米在郑州举
办小米MIX3品鉴会，让众多
米粉近距离体验小米MIX3在
外观、性能、拍照等方面的优
越性能。小米MIX3与10月
25日在故宫发布，11月1日正
式 开 售 ，有 6GB + 128GB、
8GB + 128GB、8GB + 256GB
三个版本以及10GB+256GB
故宫特别版。

小米MIX3手机共有宝石
蓝、翡翠色、黑色三种颜色，它
是全球首款滑盖全面屏手机，
屏占比达93.4% ，滑盖寿命可
达30万次，同时它还采用了
1200万变焦AI双摄，DxO-
Mark拍照评分高达108，得分
排名全球第三，960帧慢动作
摄影这项黑科技也让小米
MIX 3相机有了更多可玩性，
高速拍摄可方便展现唯美震
撼瞬间。本次小米MIX 3还
与故宫博物院深度合作，在宝
石蓝版本基础上背部添加精
致的“中国独角兽”獬豸纹样，
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故宫特别
版。值得一提的是故宫特别
版拥有10GB至尊内存配置，
附赠的小米移动流量卡可连
续三年每月赠送10GB高速流
量，并可享受20天全球主流国
家免费上网的服务。

记者在现场还了解到，截
止到10月26日，小米手机年
出货量突破1亿台，这标志着
小米迈入了手机行业的“亿级
俱乐部”，并且提前两个月完
成了全年目标。

小米MIX3 6GB+128GB
版 本 售 价 3299 元 ，8GB +
128GB 版 本 售 价 3599 元 ，
8GB+256GB版本售价 3999
元，10GB+256GB故宫特别版
售价4999元。

小米
MIX3品鉴会
在郑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今年双11 最划算？
11·11电商放大招，购物津贴、红包、满减……囤货技能走起

一年一度的双11

马上到了，剁手党们准备好

了吗？11·11本是阿里造的节日，

现在演变成了电商以及全民的狂

欢。购物津贴、红包、满减……各种促

销形式让人眼花缭乱，哪些商品降价

幅度大，想要的商品去哪个平台购

买合适，除了常用的电商平台，

还有哪些平台可以关注。

电商们争搭顺风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