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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王霞 姜卓

本报讯 你以为“ 双1 1 ”过

去就可以保护双手了吗？当然不

是。还有“ 双1 2”呢。

继“ 万能的淘宝”不久前宣

布今年“ 双1 2” 新玩法后，近

日，以苏宁、亚马逊等为代表的

电商平台迅速跟进，携各自新玩

法“ 卡位”此次购物狂欢。与此

同时，国美、1 号店等也纷纷加

入。据近日亚马逊新鲜出炉的

“ 201 4 年 度 网 络 购 物 趋 势 及

201 5年消费热点报告”指出，明

年，数码智能化、居家健康化、时

尚国际化、品质全球化、读书潮

流化将并列成为5大网购消费热

点。”

电商平台12·12“ 玩得欢”
“ 双1 2”再袭，电商平台并

未受到“ 双1 1 ”571 亿元消费力

支出的影响，依旧各自为营“ 玩

得欢”。

“ 双1 1 ”电商扎堆促销之

后，沪上苏宁实体店在“ 双1 2”

之际也以“ 白菜价” 的家电品

类，提前打响岁末促销战。据苏

宁实体连锁销售人员透露，期

间，平板电视、空调、苹果手机等

均有大幅降价。

“ 1 2·1 2这一天已经成为上

海苏宁一年一度力度最大的促

销标杆日，” 苏宁云商副总裁、

上海苏宁总经理范志军表示，今

年“ 双1 2”，苏宁将一次投入2

亿元促销资源，降价幅度也为3

年来“ 最低”。同时，苏宁易购还

借《 匆匆那年》上映之际，将快

递盒统一更新为电影同款时光

快递盒，并邀请消费者参加“ 双

1 2”期间“ 时光盛典”购物狂

欢，一起回忆“ 匆匆那年”。

与此同时，亚马逊、国美、1

号店等也纷纷加入这场“ 1 2·

1 2”狂欢。

延续首届“ 海外购物节”热

潮，亚马逊中国近日借由其十周

年系列活动收官之际再推“ 1 2·

1 2移动购物节”，汇集精选海外

大牌在移动端销售，而直采于澳

大利亚的葡萄酒也将于近期上

线；国美则以“ 双1 2全线比价”

参战，全市门店抄底价出售，同

时，即将近期发售的PS4将在其

全市52家门店及国美在线接受

预约登记。

而1 号店也在“ 双1 2之际”

将拿出亿元补贴，通过积分换现

金红包、分品类个性化优惠等方

式回馈用户，“ 消费者年底送

礼、犒劳自己的需求比较多，所

以本次补贴将直接流向热销商

品，以保证低价，”1 号店1 2·1 2

负责人表示。

网购新特点、实体店回流
据了解，1 2月份历来是零

售市场规模最大的一个月，具有

“ 人流大、跨度长、促销多”的特

点。随着线上购物狂欢风潮的侵

袭，过去由圣诞开始的跨年营销

季如今已经提前至了“ 双1 2”。

根 据 亚 马 逊 近 日 发 布 的

“ 201 4年度网络购物趋势及201 5

年消费热点报告” 显示，201 4年

中国网购市场呈现网购人群年轻

化、二三线城市网购力持续增强、

网购品类多元化、国际化以及移

动购物社交化等趋势，可以预计，

“ 201 5年，数码智能化、居家健康

化、时尚国际化、品质全球化、读

书潮流化将成为年度5大网购消

费热点”，报告认为。

亚马逊中国总裁葛道远指

出，该网购趋势报告反映了对中

国市场的独到理解，也印证了亚

马逊中国基于市场数据而开展

各种创新业务是“ 极具成效”

的。

线上购物如火如荼，线下也

开始出现复苏。据埃森哲最新调

查发现，消费者中出现了“ 重返

实体店”的迹象，计划未来更多

通过实体店购物的消费者比例，

从一年前的1 8!攀升至26!。

“ 回流是必然的，”苏宁范

志军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双十

一”、“ 黑五” 等网络人造节日

的出现，确实为百货、家电等零

售行业的实体业态带来了鲶鱼

效应，对整个行业发展有促进作

用，但双方无法互相取代。为此，

苏宁“ 双1 2”期间线上线下同

步启动促销，但更聚焦于创造良

好的购物体验与购物氛围，改打

氛围战，“ 这是实体店最大的优

势”。

业内分析也指出，岁末市民

有逛街购物的习惯，消费者“ 重

返实体店” 的爆发时间往往发

生在五一、十一以及岁末等时

间，线下的实体业态需“ 抓住机

会”。“ 这段时间，商家喜欢扎堆

促销，许多消费者又有从众心

理，因而令促销季逛街购物成为

了习惯”。
本报讯 近日，港汇恒隆广

场正门举行“ 点亮Q圣诞”暨

201 4港汇恒隆广场圣诞节启动

仪式。一个高十米的圣诞老人璀

璨亮起，充满希望和憧憬的点灯

仪式，不仅点燃圣诞欢乐的气氛，

同时也拉开了Q趣圣诞的序幕。

本报讯 欢乐谷跨年欢乐季

拉开将持续至1 月3日，活动期

间，上海欢乐谷精心打造的3大

亲子圣诞屋、4大幽默搞怪秀、5

大星光演艺汇等节目精彩纷呈，

值得关注。

本报讯 姜卓 1 2月1 0日，

藉亚马逊Ki ndl e电子书店登陆中

国两周年之际，亚马逊中国宣

布，其最新旗舰级Ki ndl e电子书

阅读器Ki ndl e Voyage 即日起在

中国正式发售。亚马逊方面表示，

Ki ndl e Voyage 和另一款面向学

生人群的全新Ki ndl e电子书阅读

器，作为Ki ndl e Paperwhi t e的补

充，实现了Ki ndl e电子书阅读器

面向不同细分人群的全线覆盖。

据悉，Ki ndl e Voyage是亚马

逊推出的迄今最轻薄、最先进的

电子书阅读器。其厚度7.6毫米，

仅重1 80克，拥有高达300ppi 的

超清晰显示屏、智能调节阅读

灯、创新的“ 压敏式翻页键”、内

置Wi -Fi ，让读者享受完美的阅

读体验。

而日前，全新Ki ndl e产品中

倍受欢迎的“ 生词提示”功能也

在中国正式推出。通过Ki ndl e的

“ 生词提示”，英文书页面的难词

上方会自动出现简单的英文同义

词或词组，使读者无需停顿翻查

词典，一气呵成完成阅读体验。这

将有效地帮助中国读者更快地阅

读英文书籍。据介绍，目前官方在

售的所有Ki ndl e电子书产品都将

支持“ 生词提示”功能。Ki ndl e中

国电子书店里超过22,000本外文

图书都已配备该功能。

本报讯 由上海明宏 生 物

工程有限公司、上海葵园农家

乐专业合作社和上海农家乐文

化沙龙（ 研究会）共同推出的

“ 孝道，从护牙开始” 主题活

动，引起了各方的普遍关注。以

草本植物为原理的护牙治痛为

根本手段的生命佰草液是用一

百种以上的草本植物，经过严

格科学手段进行提炼而成的液

体状牙膏。据悉，明年1 月25日

将有1 00对白领夫妇带领父母

到东方葵园进行一次护牙郊游

体验活动。 吴恙

资讯

“ 双12”电商平台掀起新购物潮

青年报 左俊

本报讯 1 2月8日，汽车美容

知名品牌拜恩在上海举行的微

水洗车产品上市发布会，推出了

全新的“ 微水洗养护科技”系列

产品，以“ 环保洗车”新概念进

军汽车后市场。

拜恩新产品的上市，将会加

速汽车美容行业格局的改变，

“ 中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1 .37

亿，政府用车占比30%，私人用车

占70%，汽车服务业蕴含着巨大

‘ 洗养护’商机，此行业也如雨

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对汽车美容

行业而言，环保高效的微水洗车

一定是未来的大趋势，特别是水

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这类环保

型产品是值得推行的。”一位业

内人士在笔者采访时表示。

环保洗车是大势所趋，各级

政 府 都 在 紧 密 推 进“ 环 保 洗

车”。对于微水洗车这个全新的

概念以及相对新颖的市场，拜恩

把握了商机。但后续市场表现，

关键还是看产品的质量和受众

的认可度。此次发布拜恩发布了

包含车身清洁亮光剂、内饰专用

清洗剂、玻璃专用清洗剂、强力

专用清洗剂、皮革去污上光剂、

轮胎清洁增光剂六大系列，这一

系列产品现已全面投入市场。希

冀以实际行动来助力汽车后市

场的良性发展。

AMD中国网吧大会在京召开

拜恩开启“ 环保洗车”新概念

Kindle Voyage国内正式发售

欢乐谷开启圣诞“ 红人跑”

尽孝体验从护牙开始

青年报 姜卓

本报讯 1 2月1 0日,AMD公

司举办了“ 独具匠芯引爆游戏”

为主题的201 4 AMD中国网吧大

会，本次大会吸引了总计200名

以上的国内网吧业主、软硬件合

作伙伴、游戏厂商以及专业媒体

的参与，来自AMD总部与合作伙

伴的多位高管和技术专家为与

会者们详细介绍了AMD和网吧

相关的最新策略、先进软硬件解

决方案以及前沿科技。

据悉，AMD在本次大会上发

布了一系列为网吧量身定制的

最新技术。其中，针对网吧进行

全面优化的最新版驱动程序是

这次大会的重点之一，这些全新

驱动包括基于Wi ndows 7系统的

AMD 催化剂 Omega 驱动（ AMD

Cat al ys t Omega） 和 基 于

Wi ndows XP的AMD 统一版网吧

专 用 显 卡 驱 动 (AMD I-CAF"
UNIFIED DRIVER)。它们的推出大

幅优化了网吧硬件平台的整体

效率，使网吧业主获得更加优质

的使用体验，同时提供更好的兼

容性，并简化网吧管理员的调试

时间，降低网吧维护成本和技术

门槛。

港汇恒隆举行圣诞启动仪式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