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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村“ 晒 秋 ”

11 月 9 日，安徽省歙县深渡镇阳产村的村民在土

楼上晾晒农作物。秋末冬初，安徽省皖南黄山市歙县

乡村农户种植的玉米、南瓜、辣椒等农作物陆续收获，

古村中房前屋后、庭院屋顶晒满果实，构成一幅幅美

丽的“晒秋图”。 王 文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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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根据国家
外汇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第三季度，我国境内金融机
构对境外直接投资流出
73.28亿美元，流入8.70亿
美元，净流出 64.58 亿美
元，较第二季度 1.35 亿美
元的净流出相比，环比增幅
达 46 倍之多，且多于同期
境外金融机构来华直接投
资净流入，这反映了以银行
业为代表的国内金融机构

“走出去”步伐进一步加快。
值得关注的是，这是

国内金融机构一改上半年
下滑趋势，重启对外直接
投资的上升通道。去年第
四季度，国内金融机构对
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呈现出
71.49 亿 美 元 的 规 模 ，比
同期境外金融机构来华直
接投资净流入的 50.74 亿
美 元 多 出 4 成 。 今 年 以
来，虽然净流出局面持续，
但是前两个季度规模呈现
逐步收窄的态势。

数据显示，第一季度，
国内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
资净流出为 24.1 亿美元，
第二季度净流出 1.35 亿
美元，环比急剧降速。专
家表示，这主要受到我国
经济自去年第四季度进入
弱复苏状态，江苏等地区
造船等制造业企业回款
难，加剧了银行业资金流
通困难的局面，第二季度
银行业因流动性紧缺也出现“钱荒”，这造成了境内金融
机构海外扩张“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上半年国际金
融危机也导致海外市场不稳定性加强，境内金融机构海
外投资风险性较大，因而受限。

第三季度，这种下滑的态势得到迅速扭转，我国境内
金融机构对境外直接投资净流出 64.58 亿美元。国内经
济企稳、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外汇局关于跨境
资金的管理不断加强，以及我国加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
公约》，打击跨国避税等行为，都为金融机构“走出去”提
供安定有序的金融环境。

“这里所说的国内金融机构，更多的是指中国的银行
业。”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表示，虽然从外管局的口径
上讲，金融机构包括在我国境内依法成立的从事银行业、
证券业、保险业及其他金融业务的机构总部及分支机构，
但就实际情况来看，银行对此数据的贡献占据大部分。赵
庆明表示，近几年来，已经过了“吸引外资高潮”的中国银
行业如今更多走出国门，做真正的跨国银行、全球银行。

因此，银行业“走出去”规模扩大，是我国金融机构对
外直接投资额度的上升关键因素。对于中国银行业“走出
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总经理方文建表示，目前西方很多
大银行深陷危机，收缩调整，使得市场出现了更多空间，给
中资银行提供了新的市场拓展机会。方文建说，随着中英
往来的增加，英国企业对中国业务越来越感兴趣。

此外，根据外汇局发布数据显示，2013 年第三季度，
境外投资者对我国境内金融机构直接投资流入 3.67 亿
美元，流出 0.82 亿美元，净流入 2.85 亿美元，与第一季度
净流入 16.71 亿美元、第二季度净流入 4.42 亿美元相比，
呈现下行态势。这无疑让人联想到，去年以来，花旗银行
清空浦发银行、高盛减持工商银行等事件。专家表示，自
巴塞尔协议Ⅲ之后对于资本监管的要求更高，银行需要
对所持其他金融机构的少数股权拨出额外的资本金，这
降低了外资大行对此类投资的吸引力。尤其是去年以来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包括美国银行等在内的世界各
地银行大多进行调整战略，从对外“扩张”变为向本土“收
缩”，纷纷抛售在其他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股份。这并不意
味着中国银行业信贷质量和业绩等不被看好。

相反，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银行业继续保持
经营业绩平稳增长和资产质量稳定，而且到境外直接投
资的力度开始大幅度回升。也有分析显示，花旗银行、美
国银行等“老资格”境外机构，由于中资银行竞争力增强，
不得不缩减在中国市场受阻的业务，重新调整结构，谋求
全球布局。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银行业已逐步
具备国际竞争力，实力增强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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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双11”盛宴，阿里巴巴旗下电商

平台销售额达到 350.19 亿元。自 2009 年 11

月11日开始，淘宝率先联合27家店铺以“5折

促销”营造的购物节已经让所有电商无法小

觑。这场从互联网发端的营销盛宴不仅将战

火日渐烧及家电卖场、家居卖场甚至整个零

售业，而且让快递物流、金融支付等多个行业

随之天翻地覆。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过，我们把

互联网当作是一场革命。今年“双 11”用令

人震撼的销售业绩给传统零售业、物流业以

及更多的服务型行业再次敲响了警钟，转型

迫在眉睫。互联网不再是虚拟经济的代名

词，它已成为主体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

模超过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5%，增速约

为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 4.7

倍，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预

计今年全年销售额占我国整体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将超过10%。

其实，无论 10 年后零售市场份额究竟

如何划分，电商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早已跨

越了多个行业。电商的本质不是将产品转

移到网上去销售，而是对供应商、物流渠道

以及用户进行整合，围绕用户需求，将大流

通与大制造进行对接。由此看到如今的电

商不再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造节”和价格

战本身，而是将更多的功夫用于提升物流、

服务等环节。的确，现在的“双11”已经发出

了经济转型信号，也掀起了新经济、新的商

业模式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大战。

互联网毫不留情地把传统渠道不必要

的环节省略了，让服务商和消费者，让生产

制造商和消费者直接对接，让厂商和服务

商近距离接触消费者。消费者的喜好、反

馈可以很快速地通过网络来反映。从当前

看，各种转型都在发生，在对传统零售业带

来压力的同时，电商也在通过 O2O 与其实

现着更深层面的融合。同时，在物流、制造

业等领域，电商也正显示出对传统业态颠

覆与重构的力量。

由此，互联网不仅颠覆了零售业，也在迅

速改变着传媒业、娱乐业甚至已经在影响着

曾经高不可攀的金融业。那些还没有顺应潮

流的企业，很可能会骤然倒下，因为巨人稍微

没有跟上形势就可能再也不是巨人了。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PC 互联网，移动

互联网，甚至是物联网都是不同阶段、不同

角度的工具，最终会发展成一个很大、很全

面可以联系一切的网络实体，这是我们谈

论未来经济发展变化的基础。渴望转型创

新的企业要秉承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精神，

就是追求更好的产品体验和用户口碑，市

场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企业，像苹果

以及国内的小米。在北京，已经有创业者

通过使用微博、微信以及 APP 卖煎饼来颠

覆街边摊贩式的传统模式从而获得了成

功，那些现在仍然身处传统行业谋求转型

升级的企业，应该鼓起勇气，用改变来拥抱

“双 11”，拥抱新经济的时代。

当众多电商和无数网民在“双 11”彻夜不眠盯着屏幕“狂欢”时，这一购物盛宴正在给中国的网络经济带来深

远影响。“双 11”释放的巨大效应，不仅掀起新经济、新的商业模式对传统商业模式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其折射出

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新变化，将推动传统行业加快转型升级——

“网购盛宴”演绎服务业之变
本报记者 陈 静

11月 12日零点，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媒体数据
直播中心大屏幕上的成交额数值最终定格在350.19亿
元。这350亿元形成的，是1.5亿个飞往各地的包裹。“双
11”已经轻而易举地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网购节日。

“逆天”的购买力
350 亿元，网购消费者巨大的消费热

情和消费能力通过一张张订单释放出来

卖疯了！
11月11日的第68秒，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媒体

数据直播中心爆发出一阵惊呼。116896436 元！大屏
幕第一次更新出的“双11”支付宝总成交金额令人震惊。

但这只是这场全民网购盛宴的开始。此后我国
网购单日的一系列纪录被不断刷新。尽管阿里巴巴
董事局主席马云此前表示，希望今年“双 11”成交额
控制在 300 亿元，但在 21 点 20 分，成交金额就突破
了这个数字。

特地赶来杭州“观战”的小米科技公关总监刘飞几
乎不敢相信总部传来的数据：11 日零点 30 分，小米手
机开售，3 分钟后，小米单店支付宝成交额过亿元，成
为天猫首个成交额过亿元的实物商家，8 分钟后，成交
额突破 2 亿元。截至中午 12 点，仅小米 3 TD 版手机
单款商品销量已达到 2.3亿元。

卖得最快的是小米，单品价格最高的则是佐卡伊
旗舰店于上午10点47分售出的一颗13.33克拉的大钻
石。像小米和佐卡伊一样迎来潮水般订单的还有众多
商家。“双 11”的头 3分钟，GXG、杰克琼斯、太平鸟的成
交额就突破千万元。凌晨1点，服装类目成交额33.4亿
元。去年“双 11”，总共只有 3个店铺成交量过亿元，今
年截至20点30分，已有小米、国华人寿、海尔、优衣库、
生命人寿官方旗舰店等14家店铺挺进“亿元俱乐部”。

网购消费者巨大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正通过这
些订单释放出来。截至 11 日上午 10:30，奶粉销售破
50 万罐成交过亿元，可以供全国 2 个月大的新生儿食
用一个星期。纸尿裤销出 6600 万片，以一片吸水量
1000毫升计算，大概能吸干 6个西湖。

不再是天猫淘宝的“独角戏”

越来越多的电商在“双 11”这一平台
上崭露头角，整个电商的商业基础体系在

“大考”中实现转型升级

“阿里搭台，大家唱戏”，“双 11”真正成为电商行
业的“全家福”。

来自第三方电商导购平台惠惠网的数据显示，截
至 11 日中午 12 点，包括京东、易迅、唯品会、一号商城
等在内的电商平台流量增长与前日相比都近乎翻番。

来自易迅网的数据显示，截至 11 日 16 时，易迅网

下单笔数近35万，下单金额超过2.84亿元，预计全天的
订单数目将达到45万单至50万单，单日销售金额将达
到 3.6亿元至 4亿元的历史最高值，相比去年“双 11”暴
增4倍。

此外，垂直类网站也在“双 11”促销中第一次崭露
头角。记者 11 日下午 4 点电话联系汽车之家副总裁
马刚，他笑称，“我们的客单价是 15 万元每辆，远超天
猫啊。”垂直汽车网站汽车之家今年第一次与汽车厂商
联手参与“双 11”。截至 16 点 40 分，汽车之家共在线
上卖出 13448 辆汽车，总销售额达到 20.02 亿元，仅在
北京市就卖出 1442辆。

从 2009 年到 2013 年，天猫淘宝成交金额分别为
5200 万元、9.36 亿元、52 亿元、191 亿元和 350 亿元，
成为名副其实的爆发式增长。而庞大的数字也在考验
着支付、物流、售后等一系列支撑体系，尽管这场“大
考”他们的成绩还未知，但根据市场研究机构中国电子
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方盈芝的说法，“双 11”正在成为
倒逼行业提升的关键节点，通过“双 11”，整个电商的
商业基础体系正在实现转型升级。

网购模式加速渗透传统行业

传统企业已开始将网络购物视为正
常营销的渠道之一，而非倾倒库存的“下
水道”

但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和一句“太能买了”并
不足以形容这 350亿元背后蕴含的变化。

这些变化中，有传统企业对网购态度的转变。去年
“双11”，销售额排名前10的店铺中，服装纺织企业占据
7席，其中6家为线下品牌，它们的销量多半来自于低价
清理过高的库存。但今年“双11”截至20点，排名前10
的实物店铺中服装纺织企业上升到8家，其中出现了茵
曼、阿卡、韩都衣舍3家互联网品牌，线下企业的促销项
目也多半为当季新款。传统企业已开始将网络购物视为
正常营销的渠道之一，而非倾倒库存的“下水道”。

这些变化中，也有传统企业对网购销售方式的熟
悉，截至 20 点，在单品销售前 10 的商品中，挂有“预
售”方式销售的商品有 3件。消费者先交定金，“双 11”
当天付全款的“预售”模式在去年“试水”后，今年被线
下品牌广泛使用，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模式能够更精准
地对供应链进行控制，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为 350 亿元作出贡献的还有“新面孔”：第一次加
入“双 11”促销的旅游服务业和传统金融保险业。各
大酒店集团和航空公司在半天的销售时间中贡献出超
过 6 万间夜的酒店预售和 4 万张机票。而在理财产品
方面，截止到 11 日中午 12 点，理财产品支付宝总成交
金额达 5.55 亿元。易方达 1.18 亿元基金产品半天售
罄，易方达基金互联网金融部总经理廖智告诉本报记
者，传统基金公司在互联网上卖基金刚刚开始，还需要
不断去了解客户群体的特征，摸索服务他们的方法。

阿里巴巴“双 11”媒体数据直播中心，在长达 28小
时的马拉松采访中，有 3次掌声让人印象深刻。

第一次掌声来自阿里巴巴员工。11 日 13 点整，
20 多张年轻的面孔挤在数据直播中心门外，手里举着
手机，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直播中心最前方那块面积
65 平方米、两层楼高的数字大屏。13 点 04 分，大屏幕
上的数字跳过 191 亿，掌声响起的同时，我国网购单日
成交纪录被刷新，从此之后，每一次刷新，都意味着一
个新纪录的诞生。

第二次掌声来自现场的数百位记者。15 点，现场
主持人带来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信息。“黑龙江大庆第一
单快递，在 11 日凌晨 0 点 30 分进入消费者小区大门；
在上海嘉定，一位陈先生在付款后仅 32 分钟就收到了
包裹；截至 11 日早 8 点，全国各地已经有 8000 多买家
签收了包裹！”阵阵掌声响起，这是对物流配送过去一
年中飞速发展的赞许，毕竟没有支撑环节的服务提升，

网络购物将是“无本之木”。
最热烈的掌声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接受记

者提问时响起。19 点 04 分，马云现身直播中心，笑言
超越 300亿元成交额已不是问题，“我们更关注数字背
后的东西，把做五六百亿元、做千亿元、做万亿元的能
力，放到真正的帮助更多的企业转型升级上去，真正让
整个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手段进行运转。”有记者
问起他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2020年，电商在零
售市场份额占比能否达到 50%”的亿元赌约，马云爽快
地表示：“如果王健林赢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代年轻人输
了。我们必须赢，不管是不是我。”掌声随即响起。

3 次掌声，对象不同，方向不同，但表达的感情却
相似：惊叹、赞许、期待。当“双 11”的惊人纪录一次次
改变着人们对电子商务的认知，更多行业与业态被裹
挟进来，其对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带来的改变，也将超
越人们的想象。

三 次 掌 声 意 味 深 长

在在““淘宝村淘宝村””——山山

东东博兴县湾头村博兴县湾头村，，工作工作

人员在准备买家订购的人员在准备买家订购的

草编工艺品草编工艺品。。

店商借店商借

力力““双双 1111”，”，

图为宁夏银图为宁夏银

川一电器卖川一电器卖

场 开 辟场 开 辟““ 双双

1111””促 销 专促 销 专

区区。。

卖家卖家

发 货 忙发 货 忙 。。

图为扬州图为扬州

一淘宝商一淘宝商

家在粘贴家在粘贴

快递单快递单。。

杭州市杭州市

阿里巴巴集阿里巴巴集

团淘宝总部团淘宝总部

的员工挑灯的员工挑灯

夜 战夜 战““ 双双

1111”。”。

快 递快 递

““ 加 班 加加 班 加

点点 ”。”。 图 为图 为

浙江省嘉善浙江省嘉善

县一家快递县一家快递

公司员工在公司员工在

清点待寄的清点待寄的

商品商品。。

图片来源：新华社

繁忙的一天繁忙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