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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冰

消费者沉浸在“双11”购物狂欢
的同时，也应该警惕新型诈骗手段
的出现。

1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
分行在官方公众号发布提示，谨防

“双11”期间支付过程中的多类型骗
局。同时，多地公安机关也频频发
出警示。

虚假红包诈骗需警惕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发布的
“双11”期间支付安全常识共涉及6
个方面，分别是提防虚假客服诈骗；
关注支付安全慎涉账户密码；慎扫
二维码降低盗刷风险；慎用公共网
络保护账户安全；警惕低价陷阱、拒
绝钓鱼网站；关注手机安全、慎防木
马病毒等。

同时提示，由于目前某些网站
安全防护能力较弱，容易遭到黑客
攻击，导致用户信息泄露，进而导致
客户支付密码被盗用。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
王蓬博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网
络支付相对传统支付渠道，存在交
易场景虚拟化，验证强度相对较弱
等特点，因此主要定位于小额支
付。建议客户根据自身情况设置合
理的交易限额。”

另外，据多地公安部门近期发布
的“双11”期间诈骗案例统计后发现，
今年“双11”期间诈骗手段层出不穷。

“双11”期间，众多商家为了造
势，会预售部分商品。同时，通过派
发红包的形式为消费者提供优惠，
这也给部分违法分子提供了欺诈途
径。据悉，今年“双11”期间，虚拟红
包骗局的数量增长明显。

例如，有不法分子借机在微信
朋友圈、微信群等平台派发“双11”
虚假红包，诱骗大家点击，套取银行
账号、手机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也有
不法分子利用钓鱼网站或APP，以预
售为诱饵进行诈骗。此类诈骗大多
发生在“双11”之前，买家完成支付
后，不但收不到货物，也无法联系到
卖家索赔。

360数科反诈专家对《证券日
报》指出，在国家机关严厉打击，以

及社会反诈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背景
下，电信诈骗发生率趋于下降。但
在“双11”“618”等网购大促节日时，
电信诈骗分子依然紧盯广大消费
者，伺机下手。所以，消费者要保护
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防范根本在个人意识

除上述新型骗局外，也有不法
分子伪装成客服与消费者取得联
系，以缴纳定金、手续费、交易费、退
款等借口，骗取钱财。

360数科反诈专家指出，消费者
受个人真实信息误导，叠加对网购
退款流程、网贷提现规则不了解，以
及自身风险识别能力不强等因素，
很容易坠入欺诈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支付骗局
的逻辑均是恐吓消费者“不办理取
消就要缴纳更多钱”。消费者本着

“不花冤枉钱”的心理，反而会被骗
取更多钱财。

王蓬博指出，“双11”骗局高发
的主要原因在于优惠活动众多且促
销运营样式多样导致的交易频率
高，不法分子也借机作案。

在防范诈骗方面，央行广州分
行指出，提升安全意识、养成良好
用卡习惯是应付层出不穷诈骗犯
罪的最有效方法，建议用于网络
支 付 的 银 行 卡 不 要 存 放 太 多 资
金 ，并 且 设 置 每 日 最 高 消 费 额
度。同时，签约一些短信通知服
务和盗刷保险服务，为资金财产
安全保驾护航。

王蓬博认为，无论诈骗如何“翻
新”，防范诈骗根本仍在个人意识。
其次，电商平台及银行方面也应该
提高反应速度，避免资金被快速转
移，并建立专门的反诈团队，利用技
术提升风控能力。

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建议，对
于新型骗局后续治理可以从四方面
着手：一是从顶层制度完善网络诈骗
等相关不法行为的认定情形，厘清各
部门监管职责分工；二是设立专门
的投诉举报渠道，畅通与网络诈骗
相关的反馈流程；三是加大司法打
击，肃清商业风气；四是强化监管
科技运用，通过技术手段监测不法
分子动向并及早开展打击行动。

“双11”诈骗又有新手段
监管层提醒消费者支付安全

贺 俊

“双11”决战已经鸣金收兵。各
大电商平台、品牌商家的战绩将陆续
出炉，极有可能再创新高。不过，历
经多年的“第1分钟以X元打破纪录”

“第1小时以X元打破纪录”“第N小时
打破去年全天纪录”等时间轴战报，
公众对再创新高早已审美疲劳，仅剩
的兴趣也只有猜猜新高还能有多高。

“双11”自2009年诞生至今已13
年了。在自然界，这个年龄的猫狗都
算高龄了；在电商界，天猫京东的“猫
狗之战”也面临着“尚能战否”的质
疑。多年来，“双11”的“成交额崇拜”
在获得无数曝光的同时，也一步步走
向自嗨和高处不胜寒的窘境：一方面
每年都要创出“数”惊四座的新纪录；
另一方面又为下一年打破纪录创造
更大难度。但问题在于，想在模式上
再有突破性创新，谈何容易？

对平台而言，最简单的办法就
是调整统计口径。对用户而言，感
觉“双11”越来越长；对业界而言，则
是成交额越来越难以分析对比，不
仅平台间横向没法比，就是同一平
台纵向也越来越难比。今年“双11”，
时间轴战报更是进一步淡化。显
然，平台在加速给自己“解套”。

事实上，“成交额崇拜”不仅在
数字增长上难以为继，对于很多乱
象也难逃干系。

10月25日，工信部召开行政指导
会，要求电商平台立即全面自查自
纠零售、金融等相关产品的短信营
销行为，不得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
求擅自发送营销短信。

11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下发《关
于规范“双十一”网络促销经营活动
的工作提示》，禁止采取先提价后打
折、虚构原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
法方式开展促销；不得通过排除、限
制竞争及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
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等开展促
销；防止虚假交易、刷单炒信、虚假评
价等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发生。

可以说，擅发营销短信、虚购原
价、二选一、刷单炒信、虚假评价等，

都是成交额压力导致的平台、商家
动作变形，甚至违法违规，骨子里都
是“成交额崇拜”在作祟。

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再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2017年至今已经4年，平台与商
家不宜再以低价为卖点，继续围绕
曾经的主要矛盾，诱导用户一次囤
上一年用量的卫生纸、洗涤液、化妆
品……这种低水平的刺激消费，不
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义，成交额再
高也无非是“寅吃更多的卯粮”。最
终，平台急于求成、商家迫于无奈、
用户困于算计、快递疲于奔命，过节
变成了“过劫”。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双11”不
应再把成交额奉为圭臬，而应加快
从营销导向切换到科技导向。希望
有一天，“双11”能从流量大战、销量
大战变为“含科量”大战，成为平台
和商家展示一年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成果的节日。

作为京东、美团、拼多多等诸多
平台的大股东，11月11日也是腾讯23
岁生日，这是大学生毕业开始担当
的年龄。希望有一天，除了电商、游
戏之外，腾讯能在攻克“卡脖子”技
术方面也成为众望所归的王者。

当然，梦想还可以更远大。7月
21日，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乘坐自家
火箭飞向太空。11月11日，特斯拉创
始人马斯克的龙飞船再次发射，将4
名宇航员送上太空。希望有一天，中
国的互联网大佬不再紧盯着夫妻店
的生意，而是能在自己的私人火箭
（不是私人飞机）中，走向星辰大海。

11月9日发布的一部宣传片昭
示 ，“ 双 11”早 在 72 年 前 就 被“ 注
册”——11月11日，是中国空军72岁
生日。“执行任务没有地址，收不到
快递。”这是片中飞行员口中的“双
11”。他们用真正的“血拼”守护着我
们的“血拼”，如果说“双11”要崇拜
谁，那就崇拜护卫大家的军人吧。

“双11”“成交额崇拜”可休矣

本报记者 矫 月 见习记者 李昱丞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下称“中汽
协”）日前公布的 10月份汽车产销情况
显示，新能源汽车表现亮眼，产销同比
均增长 1.3倍。在行业高景气度下，国
产新能源汽车品牌正迎来高速发展。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添翼智库
研究员王梅婷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双碳”背景下，推广新
能源汽车是交通领域的必然趋势和重
要措施，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消费者购
买新能源汽车的意愿逐渐上升，从而促
进新能源汽车销售翻倍增长。

新能源汽车产销翻倍增长
市场渗透率超18%

据了解，10月份汽车行业努力克服
电力供应紧张、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等
诸多不利因素影响，车规级芯片供应形
势稍好于三季度，汽车产销呈现恢复态
势。中汽协数据显示，10月份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233.0万辆、233.3万辆，环比
分别增长 12.2%、12.8%，同比分别下降
8.8%、9.4%，同比降幅比上月分别缩小
9.1个百分点、10.2个百分点。

新能源汽车仍然是行业内最大亮
点。10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9.7 万辆、38.3 万辆，同比均增长 1.3
倍。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为32.9
万辆、31.6万辆，同比均增长 1.3倍；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为 6.8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1.7倍和1.5倍。

就市占率而言，当月新能源汽车市
场渗透率维持历史高位，达到16.4%；新
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18.2%，相
当于每卖出 11辆乘用车中就有 2辆新
能源汽车。累计来看，1月份-10月份，
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256.6 万辆、
254.2万辆，同比均增长1.8倍。

根据中汽协统计，2020年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为 136.6 万辆和 136.7 万
辆。据此计算，如果今年11月份、12月
份继续保持近 40万辆的月均产销，那
么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有望实现近
150%的同比增速。

对此，看懂平台财经评论员张雪
峰认为，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翻倍增
长和“双碳”政策紧密相关。双碳政策
的实施，对保护环境、绿色生态经济的
舆论宣传以及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支
持，导致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
不断扩张。

王梅婷表示，政府重视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并对购置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者提供较为可观的补贴。另外，新能源
汽车的性价比较高，新能源汽车市场竞
争有利于压低车价，进而增加消费者购
买欲望；同时，新能源汽车具有高智能
化、低成本的特点，这也是其销量快速
增长的原因。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也扮演重
要角色。10月份，汽车企业出口23.1万
辆，环比增长33.8%，同比增长1.1倍，刷
新历史纪录。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增
长贡献度为43.3%。

受消费者青睐
国产新能源汽车势头正盛

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的快速提
升离不开一众国产品牌的助力。

据比亚迪日前公布的产销快报显
示，10月份，公司销售新能源汽车 8.10
万辆，同比增长249.05%。其中，纯电动
乘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销量
分别达到4.12万辆和3.87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176.37%和444.08%。1月份-10
月份比亚迪累计销售新能源汽车 41.86
万辆，同比增长212.03%。

从装机量来看，10月份比亚迪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
约为 4.56GWh，同比增长超 200%；1月
份 - 10 月 份 累 计 装 机 总 量 约 为
27.99GWh，同比增长约226%。

广汽集团旗下新能源汽车品牌广
汽埃安同样实现较为强劲的增长速度，
10月份，其销量达 1.21万辆，同比增长
70.72%，1月份-10月份累计销量达到
9.08万辆，同比增长98.85%。

此外，造车新势力也开始步入万辆
时代。10月份小鹏汽车厂商批发销量
达1.01万辆，连续第二个月破万辆。今
年 1月份-10月份，小鹏汽车已累计交
付6.65万辆，是去年同期的约4倍。

根据乘联会数据显示，除比亚迪、
广汽埃安和小鹏汽车外，10月份厂商批
发销量突破万辆的企业还包括特斯拉
中国（5.44 万辆）、上汽通用五菱（4.21
万辆）、上汽乘用车（2.41万辆），国产品
牌占大多数。

王梅婷表示，90后、95后年轻群体
在汽车消费市场崭露头角，他们更注重
驾驶体验、个性化外观设计、汽车性
能。为此，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了
多种车型、多种品牌、多种价位的选择，
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国产新能源汽车高性价比的特点
导致消费者越来越青睐国产新能源汽
车。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
家安光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一部分购车客户群体预算
有限，品牌选择时可能会更倾向于性
价比。

张雪峰表示，国产品牌新能源汽
车畅销，一方面，说明国产新能源汽车
的研发水平、售后服务、用户口碑等方
面逐步提高，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另一方面，体现出消费者民族自信心
的提升，这也是构建经济内循环的一
个具体环节。而对于新能源汽车厂商
而言，能够更好地回笼资金，用于生产
研发。

据乘联会分析，新能源汽车供给增
大，无论是造车新势力，还是传统车企，
近期均推出具有竞争力的纯电动产品，
加之产能扩张持续推进，有效迎合客户
用车体验需求，推动新能源需求市场化
转型。

“展望未来，随着外资新能源汽车
不断进入国内市场，国内新能源汽车市
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国产新能源汽车品
牌需要加大创新与提升质量。”王梅婷
表示。

国产新能源汽车驶进“景气赛道”
10月份产销量同比均猛增1.3倍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新掌门”丁雄军上任后，“茅台”的
诸多方面发生变化。继茅台国际大酒
店取消售酒后，刚实行不到一年的“拆
箱令”或被叫停。

不过《证券日报》记者在京东平台处
却了解到，“双11”当天，京东计划分批次
投放整箱茅台酒。据悉，整箱茅台酒在电
商渠道投放并不多见，而电商渠道作为茅
台近几年推进渠道扁平化的一部分，此前
该渠道的茅台酒多以散瓶形式出售。

“事实上，此前的‘拆箱令’在一定
程度上侵害了消费者整箱购买茅台酒
的权益。”四川凤求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肖竹青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如今茅台在京东以整箱形式投放，是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理权益。”

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丹
蓬表示，“在电商平台整箱投放茅台酒
或是丁雄军控价的一个重要手段，即加
大整个直销渠道投放量，促使价格进一
步透明化，让消费者可以更大概率购买
到商品。”

按照计划，此次投放将在11月11日
0点、10点、16点、22点四个时间点，分别
投放53度500ml贵州茅台酒（精品）、53
度500ml陈年茅台酒整箱装、飞天茅台
53度375ml*12瓶整箱装、飞天茅台53度
200ml*12瓶整箱装。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此举也可平抑
整箱价格走高。

据了解，此前为控制单瓶茅台酒价
格，茅台从今年1月份开始正式实行“拆
箱令”，要求将飞天茅台酒100%开箱销
售，实现库存清零。

“拆箱令”本意是控价，但让人想不
到的是，一刀切的“拆箱令”却反向助推
价格飞涨。究其原因，开箱销售导致整
箱供给减少，使得整箱价格更容易被资
本炒作。数据显示，2021年53度500ml
装原箱茅台酒单瓶售价一度高达4000
多元/瓶。

同时，“拆箱令”也在市场引发天价
纸箱的乱象，茅台酒包装箱成为“香饽
饽”，一度炒到500元/个。

从“双节”开闸放量，到茅台国际大
酒店取消售酒，再到电商开售整箱茅台
酒，丁雄军上任后，茅台的控价措施备
受关注。

据茅台行情网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11月11日，“21年飞天茅台散瓶”价格
回落至2645元/瓶。同时，不同年份的原
箱价格均出现下跌，以“20年飞天茅台

原箱”为例，其最新价格跌至3460元/瓶。
“丁雄军上台后，打出的一系列组

合拳取得阶段性效果，整个茅台酒价格
有所回落，但未来价格能否进一步下探
可能还取决于整个供需变化。”朱丹蓬
表示，“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在于供需，
虽说加大了整个直销渠道的投放量，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平衡整体价格，但如果
未来经销商与直销渠道各自比例不能
占到50%，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肖竹青认为，当前茅台一系列的控
价措施并不能治本。“真正要治本，需要
让茅台酒的出厂价大幅提升，若提到
2000元/瓶，这样就能大大地压缩茅台的
渠道利润空间，减少投机和炒作的动
力。同时，通过提升茅台酒的出厂价，
也能够提高茅台的收入及利润，为国家
增加税收。”

丁雄军上任后喊停拆箱令？
“双11”当天京东整箱购茅台计划实施

本报记者 何文英

继火锅行业标杆海底捞宣布将关
停 300家左右的门店之后，网红奶茶品
牌茶颜悦色也宣布将暂时关闭 80多家
门店。

近日，有网友发现茶颜悦色长沙多
家门店关闭。对此，茶颜悦色官方微博
在 11月 10日回应表示，这次是茶颜悦
色今年第三次集中临时闭店。第一次
是年初，第二次是七月底。

茶颜悦色品牌部张盼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一些密度过高的区域闭
店将会成为常态，不过团队心态都很
好，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接下来
我们会竭尽最大的努力，多做正确的决
定，我们在熬着等春暖花开。”

做最坏的打算存最好的希望

茶颜悦色暂时关闭门店一事引起

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11月 10日晚“茶
颜悦色回应第三次集中临时闭店”的话
题也登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在评论区
为茶颜悦色“加油打气”。

对于网友们的关心，张盼表示很感
激：“长沙是有七八十家门店暂时关闭
了，之前的密集布点在长沙的城市发展
中赚到了红利，疫情之下，自然也要承
担人流减少带来的结果。”

张盼坦承：“活得不那么好是肯定
的，但我们还能撑得住。”据介绍，茶颜
悦色目前在长沙、常德、武汉三个城市
有门店，且全部为直营门店，门店数量
已经突破500家。“一方面这次是临时关
闭80多家门店，大概明年开春会逐渐恢
复营业；另一方面还有 400多家门店正
常营业。”

“疫情的不确定性相当考验团队
的信任程度与灵活性，一些密度过高
的 区 域 临 时 闭 店 将 是 常 态 ，我 们 将

‘做最坏的打算，存最好的希望’。”张

盼说道。

进军其他城市谋求生机

在长沙关闭部分门店的同时，茶颜悦
色也在通过向其他城市进发寻求自救。
据了解，茶颜悦色计划在浏阳、株洲、岳阳
开店，在战略调整中寻找新的生机。

就在茶颜悦色微博回应闭店当天，长
沙茶悦你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正式“牵手”
浏阳市北正西商业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张
盼表示，“一切顺利的话，明年1月份浏阳
的‘颜粉’就能在家门口喝到茶颜悦色了。”

“此前我们深耕长沙主要是受到人
员和供应链的限制，因为我们全部是直
营店，在有了走出去的经验之后，有了
进步。”张盼表示，长沙此次临时关闭门
店的员工一部分是去武汉和长沙的其
他门店支援，还有一部分在做浏阳、株
洲等新城开店的培训和准备。

在逐步走出长沙后，茶颜悦色会否

加快扩张步伐呢？对此，张盼表示，“我
们还是会坚持直营，在其他城市的开店
也会保持稳扎稳打的节奏。”

对于茶颜悦色此次暂时关闭门店
的举措，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朱
丹蓬表示，“茶颜悦色此次的战略决策
是明智的，疫情的反复对跨城旅游打卡
造成了较大的阻碍，这种情况下，茶颜
悦色作为长沙的名片进行门店调整，优
化整合，较好地匹配了当前的整体形
势，也匹配了自身发展的战略。”

“茶颜悦色此次关店应该是企业在
复盘门店发展之后做出的调整策略，由
于长沙市内门店较为密集，可能在部分
商圈出现了门店的相互竞争与客源影
响。”深圳市思其晟公司CEO伍岱麒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茶颜
悦色及时调整战略，基于长沙根基辐射
周边城市，做实省内基础不失为良策。

对于上市计划，茶颜悦色方回应
称，“目前公司还没有上市计划。”

“熬着等春暖花开”茶颜悦色暂关闭80多家门店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