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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购物节 新营销模式成亮点

□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上周五是海淘电商关注的一年一度

“黑五”购物节。 虽然该购物节受到“双

11”和“双 12”的夹击，但跨界电商平台之

间在这个节点的竞争依然激烈：11 月 25

日，亚马逊在拼多多开设快闪店，运营至

12 月底； 天猫国际人造肉国内零售首

发；京东海囤全球更名“京东国际”；洋码

头海外直播战“黑五”；唯品会感恩黑五

开启“真 3 折”购物狂欢……有业内分析

认为，跨界电商交易额一直稳步上升，市

场需求大。 专家同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

海外商品时要注意消费陷阱。

巨头抱团“黑五”卖货

“黑五”购物节起源国外，时间定在

11 月的最后一个周五。 在此期间，先后

有国内电商打造的“双 11”和“双 12”网

购节。虽然“黑五”面对网购节促销夹击，

但销售成绩依然乐观。 据网经社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

进口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 19000 亿元，

同比增长 26.7%。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

我国经常进行跨境网购的用户达 8850

万人，同比增长 34%，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开始海淘购物。与此同时，去年“黑五”在

线销售创下 62.2 亿美元的纪录。 有多年

海外购经验的广州白领刘女士告诉记

者，“黑五” 购物节主要做海外知名品牌

的产品促销，和“双 11”购物节有明显不

同。

今年“黑五”的亮点之一，是各电商

平台之间的联手合作。 通拓科技集团合

伙人李鹏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黑五

的竞争，巨头们今年呈现抱团格局：传统

巨头天猫国际，在收购考拉后，成为跨境

进口领域的“垄断平台”，京东再次调整

进口业务， 将一般贸易进口和跨境电商

进口合并，统称京东国际；拼多多联合亚

马逊海外购，推进平台升级，以求在黑

五这样的高端细分市场占领份额。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

络零售部主任、 高级分析师莫岱

青指出，“黑五” 海淘大战电商形

成“四大门派”：拼多多+亚马逊、

天猫国际+考拉海购、京东国际+唯品国

际、洋码头+分期乐。 平台间的竞合关系

凸显， 合作与竞争， 融合与站队更加明

显。电商们为在跨境网购市场分杯羹，选

择抱团的种方式，既能对抗激烈竞争，也

能够优势互补。

新营销手段更获消费者认可

有跨境电商从业者告诉记者， 商品

质量、跨境物流、售后难保障往往是黑五

期间用户投诉最多的问题。 据第三方网

络消费维权平台“电诉宝”对“黑五”期间

历年统计受理的消费投诉纠纷大数据显

示，随着跨境电商交易规模的不断攀升，

跨境商品真假难辨、流通信息不透明、物

流慢、 退换货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也困扰

着消费者， 也是跨境电商平台在提升用

户体验方面必须跨越的门槛。

今年的“黑五”，众多跨境电商采用

了网红直播、短视频、海外视频、明星代

言的营销方式， 例如洋码头、 考拉海

购、京东、淘宝等电商，力度极大。 这

些新营销方式降低双方的获客交易

成本。 陈虎东表示，传统的跨境贸易

中，跨境电商的诸多机制设计 ，例如

店铺信用评分、 产品和信息披露、用

户评分机制的设计等，极大减少了交

易中的逆向选择风险。 而今年通过网

红直播 、短视频、明星代言等营销手

段 ，“露脸” 的效果更加提升了信用成

效，获客成本得到降低。

“买买买”要注意以下陷阱

●

有部分消费者为了更大的“黑五”折扣力度下载数个海外购

物

APP

，有不法份子通过制作虚假

APP

和登录页面实则为恶意诈骗

程序，引诱消费者下载登录从而获取用户敏感的个人信息。 网经社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分析师蒙慧欣提醒，消费者选择

海外购物平台进行购物时， 一定要到正规的下载渠道下载正确的

APP

，如果通过

PC

端进行购物的话，消费者要检查网站是否带有锁

符号的有效“

HTTPS

”连接，因为“

HTTP

”链接更容易受到攻击。

●

海外购涉及汇率换算问题，加上平台优惠和商机折扣，很容

易让消费者“晕头转向”。 蒙慧欣提醒消费者，尽量提前摸清消费规

则，了解商家折扣情况以及对比国内价格差额幅度。 消费者购买“洋

货”除了价格最主要的还是品质，因此下单前最好去品牌官网或专

柜了解商品正常售价， 对于化妆品低于四折以下就很难买到真货

了。

MakeX机器人挑战赛以AI作主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

由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组委会主办的

2019 童心制物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总

决赛上周五于广州亚运城综合体育馆正

式打响。为了发掘更多新一代科创人才，

本届的 MakeX 机器人挑战赛总决赛将

3 万平方米的比赛场馆以“人工智能”为

主题包装， 给现场观众呈现未来世界的

观感。 在开幕式现场，来自中国、马来西

亚、日本、美国、墨西哥、阿根廷、法国、克

罗地亚、意大利、俄罗斯等 60 多个国家

的代表选手统一亮相。

作为开幕式的另一重头戏， 总决赛

的黑科技嘉年华同步启动。 观众们不仅

可以观看机器人同场竞技， 更能够零距

离体验大型创客派对、 多款主题机器人

对抗游戏以及各类 STEAM 教育产品，

亲身感受科技创新魅力。 嘉年华现场展

示区、体验区气氛活跃，星球爆破、火星

越野、方块推推乐等互动游戏备受青睐，

吸引了不少观众前往。

开幕式现场，MakeX 机器人挑战赛

组委会官方发布了 2020 赛季主题：《明

日视界》， 展示了一个因 AI 技术快速变

革而重构出的未来世界。以智能语音、机

器视觉、 机器人等为代表的 AI 技术，正

在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家庭、 交通、工

业、医疗乃至日常生活，该主题意在是激

发青少年们对社会的责任感， 利用新知

识改善生存环境。

科技创新助力打造

普惠金融新生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

龙）

由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

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高科技产

业化高峰会议上周在广州召

开。 京东数字科技集团副总裁

傅彤受邀出席此次会议， 分享

了京东数科在科技创新及产业

化方面的经验， 并希望与合作

伙伴共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

据介绍， 京东数科在业内

首家在信贷风险领域大规模应

用机器学习模型， 并基于多年

经验积累构建数字化风险管理

技术， 帮助中小微企业及涉农

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另外，京东

数科通过金融科技服务输出，

满足了本地客户的金融服务需

求，促进本地消费金融发展。

SAP助推茶饮人才

管理跨越式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

龙）

SAP 与茶饮品牌喜茶

（深圳

美西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

日

前举行了签约仪式， 双方就企

业人才数字化管理达成深度合

作 。 SAP 将为喜茶提供 SAP

SuccessFactors

（

HR

云 ）

来落实

人力资本管理战略， 有效提升

企业运营效率， 助力企业运营

持续成长。 SAP 相关负责人表

示，与喜茶展开战略合作，将协

助企业建立数字化运维模式，

为喜茶成长为一个国际化茶饮

品牌提供数字力量。 SAP 希望

通过此次合作， 助力喜茶完成

人才的数字化、精细化管理。

国内发布首个国际

接轨星级诊所标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

龙）

12 月 1 日， 第十四届中国

健康传播大会召开， 会上发布

了我国首个与国际接轨的星级

诊所标准———《我国城镇诊所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

系由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

制定， 平安健康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全程支持。 据介绍，该指标

体系以保证患者安全为核心，

从结构质量、过程质量、结果质

量三个维度， 共 281 条评审细

则， 全面评估诊所的服务能力

和医疗质量安全， 并以评价结

果为基础将诊所分为一、二、三

星， 将有力提升我国基层医疗

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