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王健

据悉，凤凰山电商产业园2014年开
始运营，目前有400多个商户，其中80%
以上主做电商，年营业额达90亿元。

在这里，除了三际电商这样的行业
巨擘，还有一些细分领域的实力卖家。
从三际电商往南走不远，有一家叫“良
简”的店铺，主要销售女士休闲运动裤。
目前，这家店铺已经成为该细分品类全
网排名前三的卖家。每天的销量在1200
-1300单，“双11”能达到数万单。

这家店铺的老板是来自河北衡水
的“90后”小伙姚策。毕业于济南一个商
贸类专科学校的他，先是在一家服装店
打工，后来做起了电商。“我们主要做线
上，现在已经备了10万件货。”他说，“双

11”当天他们的订单量至少是平时的20
倍，到时候得全员加班。

凤凰山电商产业园还有几家主要
做直播带货。1994年出生的张潇就在这
里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她原来是一名舞
蹈老师，去年开始做快手直播，主要卖
鞋子，也卖化妆品、日用品、衣服等。

她的店铺前面是仓库，里面是直播
间。直播时，她在前面介绍，后面的助手
试鞋子。她一般下午2点至6点、晚上7点
到11点左右直播，因为这段时间进入直
播间的粉丝最活跃。

“对于我们来说，进入11月份，就进
入了旺季。”张潇说，前两天他们刚度过
了快手电商节，马上迎接“双11”。她靠
直播，每个月有两三万单的销量，每天
的纯利润就有几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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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是 一 年
“双11”，“剁手党”
们早已开始摩拳
擦 掌 。今 年“ 双
1 1”，为吸引消费
者，各大电商平
台又出了哪些新
玩法，上了什么
新手段？本地电
商 企 业 如 何 备
战，拔得头筹？传
统线下门店受到
电商冲击，怎样
破茧重生？消费
者网购时要留神
哪些陷阱？生活
日报将推出系列
报道，深度透析

“双11”。

备备
战战

编者按

“金蛋村”的“双11”
以前还搞促销，现在订单都生产不出来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王健

“双11”临近，位于凤凰山电商产业园二楼的三际电商进入
了备战状态。对于这家山东最大的手机销售电商来说，“双11”会
比过年还热闹，当天他们的手机销量是平常的20倍，能达到十
几万台。到时候，他们还会提前在大厅摆上马云的肖像画，希望

他保佑“双11”大卖。据悉，11月10日晚，他们公司的客服、运营推广、设计、流水
线发货人员基本就不动工位了，但即使有人把饭送到跟前，他们也没时间吃。
为了帮他们快速发货，顺丰甚至专门设了个网点。

手机销量是第2-10名的总和

1 1月7日上午9点，位于凤凰
山路的凤凰山电商产业园二楼已
经是一片忙碌的景象。二楼有一大
部分是三际电商，山东最大的手机
销售电商。

走进三际电商，首先会看到其创
始人徐桂琴的介绍展板。1990年，她放
弃了稳定的工作，在舜井街一个人、一
千块钱、一节柜台开始创业。上世纪90
年代，她开始销售“大哥大”这个价值2
万元的通讯设备，这是她第一次接触
真正意义上的“手机”。随着客户不继
增加，店铺的销量在舜井街拔得头筹，
成为通信界的销售翘楚，并注册了舜
井街首家通信公司。

2008年在大众对电商还稍显陌

生的时候，她将销售渠道瞄准了网络
销售，她坚信“做电商就是做未来”。
据悉，公司之所以叫三际电商，因为
当时是2G时代，她判断未来肯定是
3G智能机的时代。

在徐桂琴的带领下，三际电商连
续9年斩获天猫3C数码类目TOP1商
家，被华为、荣耀、小米、苹果、三星、
魅族等百家品牌商授予线上核心战
略合作伙伴。有些公司上新品之前，
还会邀请他们参与定制开发。

成立11年，三际电商累计销售额超
220亿元，累计销售手机超过1000万台，
手机销售量是山东省排名第2-10名手
机零售商销量的总和，月手机销量相当
于济南市全市的月手机销量。

每年都会供上马云像

配货员能把地上的漆磨掉
三际电商的配货、质检区域有

三四千平米。33岁的成述涛负责配
货，他2016年入职，已经经历过多
个“双11”。“我们有一套订单管理
系统，客户下单后工作人员先进行
订单审核，然后配货、放到流水线
上打包、发货。”他们现在正在备
货，不同品牌、型号的产品放在不
同的区域。

“‘双11’这里都没有落脚的地，
每个人都在奔跑，最少的也要两三万
步，过完‘双11’，地板上的漆都会掉
一层颜色。”成述涛说，他们10日晚上
进入战斗状态，货不发完根本没法
休息。那时候人手一摞单子，手里

的活儿还没干完，又有一摞单子放
下了，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

等他们备完货，就要上流水线
了。54岁的刘洪俭负责给包装盒缠
胶带。他的右手中指戴着专门的

“戒指”，用来戳断胶带。他缠一个
箱子仅需要2-3秒钟，一天要经手
3000多个包装盒，用掉五卷大胶
带。“‘双11’所有流水线都要上人，
而且两班倒，24小时不停。”他说。

打完包、装袋后，就能直接到
顺丰网点。为了帮他们快速发货，
顺丰甚至在车间里专门设了个网
点。“双11”当天，会有四五辆顺丰
的大货车在楼下待命。

为吸粉做起直播

摆上马云像

求大卖
济南这家电商

11年累计销售额超220亿元

90后小伙“双11”能卖数万条女裤
“大家抓紧点赞，点到6万给你

们抽奖，送俩。咱偷偷的，趁领导不
在。”下午5点多，21岁的姑娘杨轲
正在天猫三际数码官方旗舰店做
直播。

三个多月前，三际电商也做起
了直播。现在他们有6个主播，两男
四女，都是“90后”。杨轲毕业于山
东铝业职业学院，学的是电商，刚
到公司应聘时，是做品牌推广。后
来公司做直播，她主动报了名。

“我们平常都是下午4点到晚
上10点直播，这时直播间粉丝比较
多。”杨轲说，“双11”有关手机类目
打榜的时候，一天总直播时间要到
12个小时。11月1日“开门红”，所有
类目都有排位赛，粉丝在直播间下

单越多，排位就越高，平台的流量
扶持力度就越大。而现在，他们主
要是通过直播吸引粉丝“加购”，就
是将商品加入购物车。

贾女士说，虽然他们的直播间
每天仅能产生200多万的销售额，
但吸粉能力强。“以前2000人观看，
现在能到三四万。”她说，现在线上
获客成本非常高，做直播主要是引
流，不过手表、手环等配件的转化
率也不错。

其实为了提升服务质量，他们
还开始做个性定制的手机壳，一年
有上百万的订单量。“这项业务利
润不高，但是能促进手机销售。”贾
女士说，如今行业发展速度大不如
前，需要靠服务吸引顾客。

三际电商办公区有个跑道，
象征三际一直在向前奔跑。再过
两天，跑道上就会供上马云像，希
望他保佑公司“双1 1”大卖。马云

像两侧会摆上“大麦”，寓意“大
卖”。

三际电商副总经理贾女士介
绍，他们进入10月份就开始筹备产
品，和厂家、天猫确定活动资源。“现
在双11不像之前只有一天，从11月1
日就开始了。”他们11月1日的手机
销量就已突破2万台，达到了“6·18”
的量。据悉，“双11”当天，他们的订
单量能达到平常的20倍，光手机就
得有十几万单。

11月10日晚，公司的客服、运营
推广、设计、流水线发货人员，基本
就不动工位了，会有人把饭送到他
们跟前。但尽管这样，他们也不一定
有时间吃。特别是客服，平常一天
要接待200人左右，“双11”可能
要接待上千人。

“双11”很多员工回不
了 家 ，他 们 准 备 了“ 大
促”宿舍，加起来能睡60
多人。1 1日0点到2点的
订单量占全天的30%，3
点至 4点订单量下滑，4
点之后就能去休息一会
儿，7点开始，高峰期又
来了。“双11”结束之后，
页面还要恢复，因此他
们下班要到12日凌晨四
五点。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王健

提起“金蛋”，很多人都会想起央视经典节
目《非常6+1》里，主持人敲击“金蛋”抽大奖的画
面。你知道吗？咱济南商河县白桥镇就有个“金
蛋村”。在这里，每年约有400万个“金蛋”通过网
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全村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
有人靠“金蛋”年入数十万，买了房和车。今年8
月，阿里研究院发布2019年淘宝村、淘宝镇名
单，商河县“金蛋村”——— 新尚村榜上有名。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1月1日上午，记者驱车70余公里来到了
商河县白桥镇新尚村。一路上，好几个地方挂
着“蒜薹交易平台”的大牌子。据悉，白桥镇是
济南市唯一一个整建制大蒜生产专业镇，几
乎家家户户种大蒜。

新尚村正在挖管道，准备安装自来水。尚
红美就出生在这个村庄。她是村里第一个生
产“金蛋”的人。此时，尚红美正在忙碌着。她说，

“金蛋”生产从10月开始一直忙到元旦，有时晚上
10点还在加班。“双11”会更忙一点，但也差不太
多，毕竟他们的“金蛋”主要是卖给礼品公司。

“夏天最适合晾晒，而且订单相对少一些，我
们会提前做一些存起来。”她说，尽管这样，一忙
起来，还是供不应求。而且，现在他们还开始做石
膏娃娃、“金元宝”等。尚红美说，以前“双11”会在
淘宝搞些活动，比如免运费或者满多少箱优惠
等，“今年没搞活动，都不够卖。”

随后，尚红美给记者讲起了她做金蛋的历
程。“我们家有个车，自己跑物流，之前我就一直
琢磨再干点什么。”有一次来济南拉货时，她看
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姐在网上卖核桃苗挺挣
钱。“我当时就问：没什么文化做网络销售行不
行啊？大姐说，怎么不行？你看我都能干。”

既然决定在网上做买卖，卖什么呢？她在
临沂有个表弟，一开始收废品，后来在网上认
识了一个朋友，做“金蛋”设备的研发与制作。
后来，表弟就开始做“金蛋”。他一开始想叫着
尚红美一起，尚红美担心有风险，说先看看。

“他2014年开始做的，一做就挣钱了。”
2014年10月，尚红美投入了五六万块钱，也购
买了石膏粉和模具。他们自己的积蓄只有两
三万元，剩下的钱都是借的。

第二年就在县城买了房

尚红美说，这个活儿特别简单：石膏粉和
水搅拌，放到模具里，凝固半小时，晾晒
一两天，发白的时候上漆。金蛋主要有
五种规格：12厘米高、15厘米高、20
厘米高、25厘米高、30厘米高。

不过刚开始时，他们也经历了
一些小挫折。“一开始做不好，上漆
也上不好，浪费了一些，还好不是
很值钱。”做好了之后，网上销售
又成了“拦路虎”。

她是通过阿里巴巴，跟
“小二”一点一点学的，“当
时自己什么都不会，一直
不停地问人家，自己都有
点不好意思了。”不过没过
多久，她就掌握了生产、销
售的整个流程。“我第一年
接了个北京的单子，投入的
钱都收回来了。”尚红美说，
刚开始都是亲戚帮忙，一个
人一天能做三四百个，做多
少卖多少。

眼看供不应求，尚红
美就开始采取代加工模
式，也就是将原料分发到
人，成品后统一回收上色。
因工序简单，生产成本较
低，让“金蛋”生产迅速扩
展至全村，老人孩子也成
了家里的“帮手”。

2014年下半年，短短

几个月，尚红美的“金蛋”销量已经达到20万
个，销售额达40余万元。后来，尚红美投入20
万元扩大生产规模，新建了占地500平米的钢
结构车间，雇佣长期劳动力二三十人。2018年
全年销售“金蛋”超过100万个，销售额200多
万元。目前，她每年纯利润有数十万元。

尚红美第二年就在商河县城买了房，现在
正准备再买个门头房。“之前也梦想在县城有自
己的房子，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她说。

400万个“金蛋”销往全国各地

致富榜样带来了无穷的力量，看到尚红美
发家致富，村里人纷纷开始做“金蛋”。最多的时
候，村里有十六七家从事“金蛋”生产和网络销售
的农户。经过整合，现在还剩下四家规模比较大
的，每年约有400万个“金蛋”通过网络销售到全
国各地，每户都有数十万元的年收入。

44岁的何青玲2015年11月投入到“金蛋”
产销行列，现在一年能往外发送上万箱“金
蛋”，最远卖到贵州、新疆、辽宁等地。

“我以前夏天给超市送雪糕，冬天没事在
家闲着。”看到尚红美做“金蛋”，她去问了问，
生产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决定开始做起来。她
之前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在阿里巴巴上开
了网店，还找了个专业的人运营。

在何青玲的生产车间，两个工人正在使
用模具加工“金蛋”。院子里、马路上都是晾晒
的上色的、未上色的“金蛋”。

何青玲院子里的工人陈娟是隔壁村的，
她的孩子就在新尚小学读书。“干这个活儿一
点不耽误接送孩子。”陈娟笑着说，不同大小的

“金蛋”价格不同，生产一个“金蛋”能挣2毛钱
左右，一天能赚一百五六十块。自从她有了这
份工作，不但没耽误家里什么事儿，还给家里
换了辆新汽车。“在家里说话更有底气了！”她
的话让在场的人都笑了。

家家户户造“金蛋”

新尚村支部书记尚建忠介绍，他们村由
三个自然村组成，共160多户、560多人，村里
人农闲时家家户户都做“金蛋”。他说，新尚村
的村民“忙时种大蒜，闲时做金蛋”，一年下来
普通加工者仅加工费就能收入超万元。

“现在村里几乎家家有汽车，很多人在县
城买了房。”说起村里的变化，他还说，他们村
本来风气就比较好，现在大家一有时间就去
做“金蛋”，更没有乱七八糟的事儿了。

尚建忠介绍，他们村已经有人在网上
销售白桥大蒜，还有人通过网络销售油

漆等其他产品。目前，全村“金蛋”网
上销售额就已经突破1000万元。

2019年8月，阿里研究院发布
2019年淘宝村、淘宝镇名单，章丘
区刁镇刁西村、商河县白桥镇新
尚村榜上有名，获得“中国淘宝
村”称号。

上午11点仓库就卖空了

最开始的时候，三际电商人员很
少，也就六七个人，包括两三个客服，
还有负责页面的。那时候，“双11”还
叫“光棍节”。据悉，当时济南熟悉电
商的人很少，他们一边改页面、做设
计，一边培养人。大多数和客户打交
道的岗位，贾女士基本上都干过。

其实，三际电商一直到2010年
左右，都处于不盈利甚至亏损状
态，而2010年“双11”当天，他们卖
了1000多台手机，这让他们坚定了
做电商的决心。因为当时做省代理

挺赚钱，他们其实犹豫过。
直到2012年，公司才有了盈利。

而2014年之前，每一个“双11”，实际销
量都会给他们惊喜。“预测能卖一万
台，可能要卖两万台。”这个时候，他
们就感觉：“电商时代到来了。”

有一年，他们备货不足，仓库
里的货到了中午11点就卖完了。

“我们自己要找厂家，还要改政策，
因为礼品没有了，要换其他礼品。”
贾女士说，当时他们白天做销售，
晚上货发不出去，都去帮着发货。

为
吸粉，三际
电商也做
起了直播。

电
商产业园
内，一商户
囤了 1 0万
条裤子备
战“双11”。

扫码看手机电商

冲刺“双11”

扫码看“金蛋村”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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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际电商的个性定
制手机壳业务，一年有上
百万订单量。

2-3版图片均为记者
王鑫 摄

双双十十一一来来临临，，不不少少电电商商都都在在加加紧紧备备货货。。

商河县白
桥镇每年约有
400万个“金蛋”
通过网络销售
到全国各地。

之之备备战战 之之备备战战


	s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