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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双11大幕

拉开，就在广大网友忙着

清空购物车时，包头轻工

职业技术学院 216 名大学

生加入这场购物狂欢盛宴

中，通过做电商平台客服，

在工作中学习实践。

11月10日20时，包头

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

“双十一云客服活动”正在

火热进行中。大学生们变

身电商客服，在电脑前紧

张地工作着，回复着全国

各地网友的问题。

记者走进包头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创新楼实地采

访，只见两个机房内插满

了心形红色闪光气球，大

学生们敲击键盘声响彻大

厅。双 11 电商大战已经打

响，经过 1 个月的培训准

备，大学生们早已经进入

状态，他们在线面对全国

各地的网友们耐心解答售

前售后、活动优惠物流配

送等问题。

电子商务学院院长王

高亮告诉记者：“参与这次

云客服活动的学生们每人

工作 8 个小时一换班。200

多名大学生三班倒，保证

时时在线。每位学生均有

一个工号，能够进入到电

商平台后台，他们在线实

时与全国各地的网购客户

进行线上沟通，介绍商品

性能，解答他在网上购物

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为了

给学生们做好后勤保障，

学院还给学生们准备了水

果、零食、面包等食品。老

师们也要轮班在现场值

守。”

一家电商平台的服务

中心校园运营部主管朱鹏

宇告记者，为了备战这次

“双十一云客服活动”，客

户服务中心组成培训团队

前期给学生们做了大量的

培训。双11期间，工作人员

分成7个小组，现场解决学

生们把握不准的问题，便

于他们更好地和网友沟

通。双11期间，学生们的奖

励机制翻倍，每解决一单

问题，就能挣双倍的奖金。

11月到12月期间，客服量

高的大学生可以赚5000到

10000 元。目前来看，客户

接受问询后的满意度高达

94.1%。双 11 当日，预计接

待客户咨询量高达 12000

多单，力争冲进全国上百

家院校实训前五名。

记者看到，学生们高

频率地敲击着键盘，同学

之间不时小声交流着。大

学生苗国星告诉记者，他

正在与天津的一位网友沟

通，这位网友想购买一部

新款手机，想知道如何使

用优惠券购买更便宜。通

过计算，苗国星快速的解

答了这位网友的问题，对方

十分满意。苗国星说，做云

客服要求在30秒内给网友

回复。尽管前期经过1个月

的培训，但在实际工作中还

是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有些

买家脾气急，要求客服在电

话里沟通，为了让顾客满

意，有时一个客户会耗掉半

个小时。平时电子商务学院

学生会利用闲暇时间为各

家电商平台做客服，积累实

践经验。双11这几天，客服

需求量大，大学生们做客服

收入很可观。

电子商务学院院长王

高亮说，2015 年包头轻工

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电子

商务专业，短短三年里，学

院与淘宝、京东等多家知

名电子商务平台建立合作

关系，并向他们接连输送

专业人才。学院通过校企

合作模式实现产教融合，

让学生们在校期间就提前

做好准备，通过到发达城

市的大平台学习，在运营、

策划、开发技术等方面进

行提升与创新，从而加快

提升自己技能的速度，这

也是学院多年来摸索出来

的高效实用的教学模式。

记者从阿里巴巴集团

公关部了解到，2019 天猫

双11全天成交总额最终定

格在 2684 亿元，我区成交

额定格在29.5亿元，在全国

排名第 25，对外销售额达

到3.71亿元。

新消费在今年天猫双

11全面爆发。今年，通过淘

宝App、天猫App等参加双

11的用户超过5亿，比去年

双 11 当天增长 1 亿。以新

品、新品牌、海外进口、源头

好货为代表的新供给有力

拉动新消费。天猫双 11 不

断刷新着自己创造的纪录，

充分展现了新消费的磅礴

动力。

今年天猫双11创造的

奇迹，不止成交额，不止物

流订单量，还有在全社会倡

导下，全民响应、人人可参

与的绿色环保行动：截至

11 月 11 日当天，有超 2 亿

人次以多种形式参与“绿色

双 11”，包括绿色消费、绿

色物流等环保行动，还有超

过 2000 万人次加入成为

“绿色合伙人”。

首府剁手力“霸榜”

相比去年双 11，我区

双11全天交易额和对外销

售额，均出现两成以上的增

长，分别增长 26%和 22%。

其中，交易额增长速度在全

国各省榜单中排名第4，显

示出了较强的增长动能。

在这场购物狂欢中，我

区哪个城市购买实力最强？

最爱买啥？12日午间，阿里

大数据给出答案。呼和浩特

市以绝对实力霸榜，天猫双

11单日消费达到7.33亿，第

二名包头市4.33亿，第三名

赤峰市3.35亿，第四名鄂尔

多斯市3.16亿，第五名呼伦

贝尔市2.49亿。呼和浩特市

天猫双11消费额接近包头

市和赤峰市的总和。

数据还显示，我区线上

消费的五类主要产品分别

是裤子、羽绒服、靴子、手机

和面部护理套装。分年龄结

构来看，各有差异。比如，大

数据显示，70后和80后最

喜欢的商品前两位都是裤

子和羽绒服，而 90 后普遍

更热爱电子产品和肌肤护

理，最喜欢的商品前两位是

手机和面部护理套装，而

00后由于大部分都没有工

作，购买的前两位商品分别

是裤子和棉衣。

90后线上消费唱主角

“终于把孩子哄睡着

了，再看看还有什么能下手

的。”11 日凌晨，90 后青年

云女士在朋友圈发出了这

样的话，同时晒出自己的双

11成果，购物车里有12件

待收货，16件待发货。即便

如此，她仍准备继续买买

买。

随着90后工作、结婚、

生子，他们已经成长为当之

无愧的消费主力。阿里大数

据显示，天猫双11，我区90

后消费已经占到36.2%，80

后占33.1%，70后17.1%，00

后超越 60 后位列第四，消

费额占到 6.7%，60 后消费

额 占 5.8% ，50 后 消 费 占

1.1%。

90后线上消费唱主角

的趋势，在城市中趋势更加

明显。全区剁手力“霸榜”的

呼和浩特市，90 后消费占

到 42.7% ，而 80 后占比仅

为28.3%。

从品牌来看，呼和浩特

市90后的消费趋势更加清

晰。天猫双11，呼和浩特90

后成交额最高的品牌是苹

果，之后分别是海尔、欧莱

雅、华为和小米。除了欧莱

雅是面部护理品牌以外，剩

下的都是电子产品和家用

电器品牌。相比而言，呼和

浩特市的 70 后，成交额最

高的品牌依次是海尔、大自

然、好莱客、九牧和华为。

剁手王出没

“双 11 为你节省的金

额超全国 94.59%的人，省

出一只大牌奢侈品包”，“剁

手金额排名299”，“区域贡

献排名第 70 名”……11 月

12 日，市民周丽（化名）点

开了淘宝 APP 上的“我的

双 11 战绩”模块，赫然发

现，自己竟然被评为金桥开

发区“剁手王”。

周丽告诉记者：“每年

天猫双 11 我都会给女儿、

丈夫、公婆还有自己买许多

东西，今年在购物车里提前

放了许多家电、衣服、生鲜，

大约几万元的东西，价格比

平时合适很多，没想到成了

金桥开发区最能买的人。”

周丽告诉记者，在她看来，

双11买的东西都是平时家

庭需要买的东西，统一放在

一起买，看起来花了很多，

实际上省了不少。

记者从阿里大数据了

解到，我区的“剁手王”主要

集中在呼和浩特市的赛罕

区和新城区、通辽市科尔沁

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和包

头市昆区。

绿色农畜产品热卖

12 日清晨，兴安盟科

右中旗杜尔基镇双金嘎查

的农户们聚在一起，为刚刚

过去的双 11 欢庆，由他们

种植的淘香甜兴安盟大米

刚刚在天猫双 11 上热卖，

订单从全国各地发来。

“政府和阿里巴巴合作

以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

是大米好卖了，价格也贵了

一些。按照现在的单产和收

入 计 算 ，每 亩 大 约 能 收

1200 斤大米，每斤大米比

原来多卖0.2元，100亩地，

仅种水稻一项，我们家就会

增收2.4万元。”科右中旗杜

尔基镇双金嘎查小忙哈艾

里的王梅花告诉记者。

今年，在电子商务技术

的扶持下，兴安盟科右中旗

摘下来戴了30多年的贫困

帽子，并在阿里巴巴数字农

场技术的支持下，10 万亩

水稻，从靠天吃饭的小农模

式，飞速跨越到全国先进的

智慧模式。田间摄像头、温

度湿度控制、土壤监控、无

人机航拍等先进设备广泛

应用，以实时数据为核心帮

助生产决策的精准实施，帮

助兴安盟插上了智慧农业

的翅膀。

电子商务的高速发

展，正在有效解决农产品

的买难和卖难问题，一手

对接全国的庞大市场，一

手对接原产地的优质好

货，通过集中仓储、高效物

流的形式，大量的削减了

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产生

的高额成本，让绿色农产

品在原产地卖上了好价

钱，千家万户的老百姓都

得到了实惠。

阿里大数据显示，天猫

双 11 一天的时间，我区卖

出3.71亿产品，以牛羊肉、

大米等农畜产品为主。

包头：200多名大学生兼职电商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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