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 天猫”网络商城一品牌直销店的工作人员在为客户配货。 新华社 图

“ 支付爆”！电商促销昨交易额超百亿
专家：促销太集中将带来各环节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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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店铺销售过亿
总交易额已破百亿

记者注意到，今年天猫主会场全场五
折封顶包邮的特色得到保留，分会场则创
纪录地达到了26个，国际品牌、医药保健、
话费通信等首次作为独立的分会场亮相。
耐克、ONLY、百丽、双立人、七匹狼、博洋
家纺、GAP、宝洁、十月妈咪、奥朵等知名
品牌都参与其中。同时，淘宝网也推出了
淘宝嘉年华活动，聚划算更是全场参与，
打出了“ 双11不用挑”的口号。

据最新消息，短短15分钟时间首个千
万店铺诞生；第20分钟GXG拿下千万的交
易额。第23分钟，杰克琼斯销量也超过千
万。GXG旗舰店负责人表示，以这样的速
度连喝水都来不及，从零点前后店铺对比
来看，增长了数百倍，仅其中一款男士连
帽保暖修身款棉服就销售了1075条。

零时37分39秒，天猫1111购物狂欢节
支付宝交易额突破10亿元。截至昨晚6点，
两家店铺昨日营业额已突破亿元，20多家
店铺突破千万，总交易额破百亿。

不是“ 出错”就是“ 繁忙”
支付系统又掉链子

支付系统一直是网络购物的软肋，昨
晚也再次掉链子。零时促销一开始，就有
很多买家吐槽下单容易、支付难。无论是
提交订单或是付款页面均遭遇“ 卡壳”。
市民王小姐告诉记者，她早早把钱存进支
付宝系统中，原打算购买欧时力的衣服，

但在零点击购物车付款后，页面幽默地显
示：“ 您要前往的页面暂时拥堵，请稍等2
秒，我们正努力为您加载内容。”多次刷新
后，网页仍显示无法访问。之后打开购物
车，有两件促销商品却已经显示下架，网
页也崩溃了，根本无法进入支付环节。又
过了几分钟，好不容易拍下商品来到确认
订单信息页面，却显示“ 支付系统繁忙”
或是“ 系统错误”。20分钟过去，王小姐一
件商品都未成功交易。

有相同遭遇的还有陈小姐，她在11月
10日当天就把心仪的商品一一拍下，想等
到昨天凌晨立刻用网银支付。但陈小姐没
想到的是无数和她有同样想法的网友，在
昨天凌晨也在第一时间点下了“ 支付”按
钮。

陈小姐提交了几次付款，均未成功，
系统页面不是提示“ 出错”，就是显示“ 网
络繁忙”，这让陈小姐彻底“ 凌乱”了，只
能发微博诉苦。

记者了解到，昨天凌晨12点41分左
右，天猫双十一促销由于流量巨大导致招
行银行系统拥堵无法登陆，随后中招的是
工商银行。据阿里巴巴官方微博称，巨大
的交易量也给网站带来了访问压力。根据
新浪微博上的用户反馈，由于流量过大，
天猫的商品页面、支付页面均有系统不稳
定问题出现，不少用户反映无法下单或者
支付失败。直至昨天凌晨1点15左右，阿里
巴巴的相关负责人终于表示，排队的现象
正在逐步缓解，目前已经恢复正常。

对此天猫官方解释，今年的“ 双十

一”活动，第一分钟就涌入了1000万网友
网购，数值是去年的3倍，第一分钟支付宝
交易成功笔数为19.2万笔，相对去年同比
增长249%，这才导致了网络堵车。

专家：促销太过集中
商家将面临各环节瓶颈

对此，工信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
员李易表示认同。他说，从全球的角度看，
电商逐步占据市场是趋势。

李易表示：“ 从美国来看，也是这个趋
势，他们感恩节结束有一个实体店发起的
黑色星期五的购物节。而从2005年开始，
以卓越亚马逊为首的电商开始在黑色星
期五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始，进行网上的
大促销。现在它的风头已经盖过了黑色星
期五。这与我们一样，我们以前也有‘ 十
一’、‘ 五一’的促销，还有中关村电脑节，
但是现在大家更关注电商所营造的光棍
节等促销活动，所以这个趋势也一定是这
样的。”

但也有专家表示，“ 双十一” 对中国
电子商务不一定会是好事。促销太过集
中，会导致在本来可以平滑的销售曲线上
人为地拱出一个波峰，从全年的整体销售
情况来看，只会为商家带来瞬间的销售增
长，而并非整体的业绩。这种瞬间增长却
还让商家面临仓储、物流、客服等环节上
的瓶颈。“ 从目前国内电商的发展速度和
降价空间来看，若将低价促销从固定时间
发展成一种贯穿全年的常态促销，才是中
国电商行业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2 分 钟 ，2000
个 资 深 堂 的 水 之
密 语 洗 护 套 装 抢
空；20分钟，纸尿
裤 售 出 50000 包 ；
仅22分钟，5.3万件
黄 金 甲 保 暖 内 衣
被团出⋯⋯“ 双十
一”年终大促昨天
凌晨正式打响。来
自 天 猫 的 数 据 显
示，支付宝交易额
上 10 分 钟 内 达 到
2.5亿，在第37分钟
时 交 易 额 迅 猛 突
破10亿大关。但不
少 在 电 脑 前 守 了
大半夜的买家，却
集体“ 吐槽”支付
无力，拼命拍下的
东 西 到 头 来 买 不
了。
本报记者 陈轶珺

上海建设新枢纽港
或锁定横沙岛浅滩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长江口前沿的
四大滩涂之一———横沙浅滩有望成为一
块“ 宝地”。经过华东师范大学与中交三
航院团队历时两年的多次论证，横沙浅滩
被锁定为未来上海建设新枢纽港的最佳
选择。

研究报告显示，在横沙浅滩建设一个
挖入式港池，其吞吐量能力相当于再建一
个上海港，有望满足上海港口未来30年以
上发展需求。记者从在沪举行的“ 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横沙浅滩挖入式港池规划方
案研究报告”评审会上获悉这一消息。

由华东师大参与规划的该研究报告
提出，如果挖入式港池建成，其吞吐能力
相当于再建一个上海港。据悉，目前上海
港虽然已是世界第一大港，但从港口功能
看，还没有20米及以上水深的航道和码
头，不如国内外许多港口。

经过华东师范大学与中交三航院两
年的论证，横沙浅滩被锁定为新址的最佳
场所。横沙浅滩距20米深水区只有17公
里，具有优越的江海联运条件。规划方案
显示，挖入式港池建成后，其吞吐量能力
相当于再建一个上海港，而且是深水大
港，能够满足上海港口未来30年以上发展
的需求。港内能够停泊18000标准的集装
箱船和大型散货船，以解决目前上海港无
16米以上深水岸线的困境，同时，可布置
上百个长江驳船、货船泊位，适应国际船
舶大型化趋势。

在当天评审会上，这份报告得到了专
家组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给出“ 在横
沙浅滩建设挖入式深水港区没有重大的
技术制约，建设是可能的，可作为上海新
港址的方案”的评审意见，并建议“ 可以
供国家有关部门在长江口规划新港区时
作为决策依据”。

网购促销如火如荼，而黑客们和不法
分子也想趁机分一杯羹。记者采访了解
到，近期有两种诈骗手段在网上兴起，买
家们必须提高警惕。
1、“ 网店篡改器”木马病毒威胁网购

11月初，一种利用网店装修功能恶意
篡改商品页面的新式黑客手段惊现互联
网。时隔一个星期，瑞星“ 云安全”系统又
拦截到一类具有同样功能的家族式木马
病毒———“ 网店篡改器”。此类病毒变种
极多，每天都有海量新成员出现，截至发
稿时，瑞星已截获10万余个病毒样本。

安全专家表示：“ 无论是电商网站还

是网购用户，都有可能遭到‘ 网店篡改
器’的袭击。电商服务器一旦中毒，企业将
会面临商业机密泄露和声誉受损的巨大
威胁；个人用户一旦感染，在网购时将掉
入黑客陷阱，并遭遇隐私泄露、网银财产
被盗的危险。”
2、不要相信“ 淘宝安全中心”的电话

“ 今天我在淘宝上买完东西后，有来
自福建的手机号码给我打电话，说是淘宝
安全中心的，告诉我由于今天支付宝使用
人数过多，款项无法正常支付。还问我卡
内余额还有多少。这是什么情况啊。”昨
日，有不少买家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奇怪

经历，他们表示，打电话来的人还会要求
淘宝卖家配合他们发送验证码，虽然感觉
奇怪，但听起来煞有介事。

公安方面表示，这就是电讯诈骗的一
种手段，嫌犯会先在网上搜集“ 淘宝网”
的买家电话，然后雇人给买家打电话，再
谎称支付宝更新不能发货给退款、发送假
网站信息验证码，最后窃取买家银行卡信
息购消费卡，转手倒卖套取现金。“ 若是配
合他们说出了验证码，那就会瞬间被窃取
银行卡信息，非常危险。”支付宝客服中心
也表示，请大家互相转告，千万不要相信
此类电话。 记者 马鈜

电商促销忙，黑客与诈骗分子也很忙

上海体育学院举行
建校60周年庆典会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前天上午，上

海体育学院举行建校60周年庆典大会。
上海体育学院原名华东体育学院，成

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
所体育高等学府，由南京大学、金陵女子
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系科合并而
成。60年来，上海体育学院为国家培养了
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体育人才，取得了
一大批先进的体育思想文化成果、科学研
究成果和特色办学成果。

交大安泰EMBA
举办十周年庆典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交大安泰
EMBA十周年庆典前晚在沪举办，庆典主要
由产业领袖高峰论坛和晚宴两部分组成。

记者获悉，作为交大安泰EMBA教学
特色整合项目中的核心一环，公司赢利模
式比赛自举办以来备受好评，至今已成功
举办了18届，参赛的赢利模式涉及到120
多个行业，共有3026名校友的618个项目
参与到比赛中来。

此外，《 赢利模式4.0》已正式发布，该
书以15个案例深刻展现了网络时代下企
业赢利模式的全新突破，剖析了不同行业
在网络环境下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成为一
本企业实战运营的指导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