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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我省
航空口岸 6月 19日迎来一个历史
性的时刻，来自宝岛台湾的 100件
凤梨和芒果，第一次从郑州口岸进
口，这也是郑州机场进境水果指定
口岸获批以来的首批进口水果。
这批水果经检验检疫后，21 日就
将摆到超市的货架上。

水果进口对检验检疫有着严格
要求，此前台湾水果进口我省多数要
通过厦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口岸，
此次“直飞”河南，标志着进口水果从
河南入境的各项条件都已成熟。

据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新郑国际机场进境水
果指定口岸的正式启用，将改变河
南地区进口水果经沿海口岸入境再
转运到本地的历史，不但可以大幅
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费用，有效
降低企业成本，更将使河南人在
36～48小时内就能吃到采摘自宝岛
台湾乃至世界各地的新鲜水果。

据悉，目前河南检验检疫部门
正积极拓展新郑国际机场口岸功
能，经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审批
许可进境水产品共计 4000 吨，届
时将极大丰富我省进口鲜活水产
品市场。③6

本报讯 （记者宋 敏）6月 19
日，记者从省邮政公司获悉，经农业
部门测产认定，全省 636万亩邮政
小麦示范方平均亩产555.4公斤，较
非示范方平均亩增产63.15公斤，增
幅达 12.83%，共计增产 40.1万吨，
按照国家小麦最低收购价计算，可
为示范方农户增收9.47亿元。

据统计，在今年的邮政小麦示
范方生产中，平均亩产增幅超过
20%的县（市）19个；平均亩增产超
过 100公斤的邮政示范方有 9个县

（市）；平均亩增产超过 50公斤的邮
政示范方有 76个县（市），占创建单
位总量的 67%。值得一提的是，全
省有 89块硝基缓控释肥示范方共

1.6万亩，经过测产，平均亩产 574.3
公 斤 ，较 非 示 范 方 平 均 亩 增 产
78.26公斤，增幅 15.78%。

自 2009年，省农业厅、省邮政
公司联合创建邮政万亩示范方以
来，邮政玉米、小麦万亩示范方连
年实现增产增收。截至今年 6月，
全省邮政示范方已累计增产粮食
93.64万吨，实现增收 21.06亿元。

下一步，各级农业、邮政部门
将做好秋季小麦邮政示范方创建
的准备工作，确保 2014 年全省创
建邮政示范方达到 1500万亩。同
时，将在全省创建 100个硝基缓控
释肥玉米百亩方，以推广新产品及
配套新技术。③7

本报讯 （记者董 娉）6月 18
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由
于不配合省审计厅的相关审计工
作，我省 61 家公路建设承包商被
交通部门通报批评，同时企业信用
等级被降级。

据了解，在省审计厅对济源至
邵原、南林高速安阳至南乐段、二
广高速分水岭至南阳段等 3 条高
速公路竣工审计的延伸调查中，涉
及的 186 家承包单位中有 61 家承
包商，拒绝向审计组提供与项目直
接相关的证明材料，导致审计无法
准确核实其取得资金的真实性、合

法性，省审计厅建议省交通运输厅
对以上 61家单位进行处理。

省交通运输厅处理结果显示：
对哈尔滨市公路工程处等 61家施
工单位全省通报批评，并根据《河
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从业单位及人
员信用管理办法》，对 61家单位信
用评价降级，2 家由 AA 级降为 A
级、2家由A级降为B级、55家由B
级降为C级、2家由C级降为D级。

此外，通报明确指出：以上单位
如果再次发生类似问题，将一律列入

“河南省交通建设市场黑名单”，在处
罚期内不得参与我省公路建设。③9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白昼
如夜，暴雨如注。6 月 19 日下午，
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雨让郑州市民
措手不及。当天，全省不少地区都
有不同程度降水。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说，
当天 8时至 16时，三门峡、洛阳和
黄 河 以 北 六 地 区 有 不 同 程 度 降
水。其中，南乐县寺庄、嵩县三人
厂、荥阳市金寨等 3个站点的降水
量分别为 54mm、51mm、51mm，达
到暴雨量级。省会郑州的雨水来
势虽猛，但观测点的数据显示雨量
在 20mm左右，为中雨量级。

这场降雨会在 20日夜间告一
段落。20 日白天，安阳、鹤壁、濮
阳、开封、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
八地区和新乡、南阳两地区东部阴
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
地区阴天间多云。全省偏北风 3
级左右。

20日夜里，东部、东南部小雨
停止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

21日，东部阴天间多云，其他
地区多云。22日，全省多云。

截至 19 日 17 时，我省各地气
象部门在一天内共发布了 13个雷
电预警。③9

本报讯 （记者董 娉 通讯员
刘晓宁） 6月 19日早上，在郑州机
场乘坐南航班机前往深圳的李先
生因携带的充电宝锂含量超标不
能托运，只好请朋友带回。记者从
郑州机场安检站获悉，目前机场每
天需开箱检查的托运行李中，因携
带充电宝的占 90%左右。

据了解，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个人自用的内含锂电池的电子消
费品设备可放置在手提行李中进
行航空运输，但须做好防止设备意
外启动的措施。“备用电池是不允
许托运的，每个旅客随身携带不能
超过 2块，并需单个做好保护以防

短路，比如将暴露的电极用胶布粘
住或将每一块电池单独装在塑料
袋中。”机场安检部门负责人说。

此外，带上飞机的设备内的锂
电池或备用电池必须符合限制：锂
金属或锂合金电池的锂含量不得
超过 2g，锂离子电池的额定能量
不得超过 160Wh。对于超标的大
型锂离子电池，必须经航空公司批
准后才能带上飞机。因此，机场安
检站提醒广大旅客，乘机前请详细
了解“充电宝”额定能量或在办理
乘机手续时询问航空公司工作人
员，切勿将“充电宝”放在行李中托
运。③7

进口水果首次“直飞”我省
100件台湾水果明日就能进超市

邮政 636万亩小麦示范方丰收
较非示范方平均亩增产 63.15公斤

61家公路承包商信用被“降级”

今夜雨水暂“收工”

乘飞机禁止托运“充电宝”

5月18日，顺丰速运在全国集中
开业 518家社区便利店——“嘿客”，
其中郑州首批有 9家。作为快递业
巨头，“嘿客”既是顺丰跨界电商之
举，又有进入社区抢占终端市场的战
略意图。一时间，业内对此种模式议
论纷纷。如今一个月过去了，“嘿客”
运营情况如何？顺丰“嘿客”对于河
南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有何启
示？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店内“无货”
形式新奇功能全

6月 19日，郑州中原区顺丰“嘿
客”风和日丽店已经开业近一个
月。不足 50平方米的小店面，还残
留着装修板材气味。店内寥寥几组
柜台，没有实物商品，上面陈设的

“商品”全是二维码实物海报，顾客
通过扫码下单；店铺中央是由两台
平板触摸屏电脑组成的下单区，主
要是顺丰自有的 B2C商城“顺丰优
选”以及若干家第三方品牌电商；部
分热销商品样品设置专门的体验区
以及试穿区。除网购体验预订外，
这里还可以收发快递、订机票，提供
手机缴费充值乃至洗衣、家电维修
等一系列社区服务……

“我们做的就是这种看得见也
摸得着的服务。顾客不仅能从网
上看到商品的详细信息，还能体验
和试穿、试用部分商品样品。”这家

“嘿客”的负责人说。他同时坦言，
开业一个月来，来店客人中“看热
闹”的确实多于“掏腰包”的。但他
依然对“嘿客”的前景信心满满：

“我们店面小、人员少，省去了一大
笔租金和薪酬开支。还有区位优
势，客源来自周边的六七个小区。
更重要的是我们实质上还是网购，

甩掉了传统便利店的库存包袱。”

褒贬不一
赢“民心”知易行难

然而，记者连续多天蹲点顺丰
在郑州的几家店铺发现，这种 O2O

（线上到线下）模式的“嘿客”，实际
运营中却面临着线上资源不足，线
下体验未及时跟上的尴尬。

在顺丰锦艺华都店，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我们这边机票、车票
预订和手机缴费充值等便民类业
务，因为系统原因还没有启动。”
眼下进行最多的还是顺丰的老本
行——收发快递。

而对于“嘿客”线下服务的又
一“亮点”——样品试用、衣服试穿
等，目前状态也是暂停。店员解
释，原因在于开业伊始想要在店里
做实物展示的商家过多，而店面有
限无法一一满足。“以后还是会择
机继续开放的。”他补充说。

家住锦艺华都的唐先生是第一
次光顾“嘿客”，他发现很多生鲜食
品如荔枝、猕猴桃、海鱼等，购买页
面上均显示“无法送达”。店员对此
也很无奈，“由于供需不对等，很多
供应商不愿意往郑州这边卖。”

在河南省电子商务协会常务
副秘书长张苏丰看来，顺丰开“嘿
店”更多的是一种探索，是争取市
场空间的举措。而这种社区店最
大的意义还是便民，通过线上展
示、线下体验、用户自提快件等，为
将来吸引更多社区顾客创造条件。

启示良多
催本土物流“蜕变”

河南电商企业万国优品 CEO
郭珂表示，“物流最后一公里”是所
有电商面对的难题。顺丰“嘿客”
用社区便利店来摸索解决之道，但

这种形式会不会在中国遍地开花、
会不会被竞争对手模仿并超越，还
有待时间的考证。

“顺丰这种模式会逼着我们去
做尝试，而不是观望，这就是‘嘿客’
带来的鲶鱼效应。”张苏丰告诉记
者，本土电商企业未来有两个着力
点：一个是社区服务，一个是生鲜产
品配送。在这方面，“嘿客”的很多
做法对我省电商企业启示良多。

事实上，利用现代物流业和电
子商务业的新模式服务河南经济
发展，早已写入《2014 年河南省政
府工作报告》。今年省政府十项重
点工作之一即为“着力做大服务
业，加快建设高成长服务业大省”，
其中提到“围绕提升现代物流、信
息服务等高成长性服务业，支持建
设一批配送中心、软件园区、电商产
业园，促进这些产业扩量提质，逐步

成 为 带 动 服 务 业 发 展 的 主 导 力
量”。而“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和新型
商业模式，支持电商服务平台建设”
这样的表述就更具有指导意义。

利用本地优势做好社区服务，
已是不少本土快递物流企业的共
识。河南申通快递业务部经理赵
武利介绍，去年河南申通尝试过网
上新鲜水果配送，而在进入社区方
面申通也有数据的优势，未来河南
申通进入社区的路径将是选择条
件成熟的社区，一个社区做好一家
便利门店，通过资源整合，实现“门
对门”服务。

而同在今年 5月开业的我省首
家网上超市——“郑州云超市”，通
过与市域范围内 100家直营店互动
销售，提供下单后 1 小时送货上门
服务，产品涵盖 2000 多种生鲜食
品，同样也是抓住本土物流在生鲜

产品配送上的优势，实现线上线下
互动发展。

河南省供应链管理协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卢秋义指出，“物
流最后一公里”的理念应完善更
新，今后的趋势将是“过门槛”服
务，即打通障碍，使物流实现进社
区、入门入户服务，最终目的将是
用服务留住顾客。“顺丰的做法给
河南企业带来了启示，就是要立足
本地，做足服务。本土企业要利用
好资源、渠道优势，将整个供应链
上的资源进行整合，最终才能扎根
社区。”卢秋义说。③6

本报讯 （记者李 林）6 月 19 日，郑州市交
通委员会正式发布消息，备受关注的郑州三环
快速公交 B3 定于本月 26 日试运营。这标志着
郑州在全国首建环线 BRT 后，又成为第一个建
成双环线 BRT 的城市。郑州快速公交系统在
已有日客流规模近 70 万人次基础上，伴随三
环快速公交系统的运营，日客流规模将逼近 90
万人次。

三环快速公交“接力画圆”

据介绍，此次沿三环快速路开行的快速公交
共有“一主十三支”线路。其中主线 B3由南三环
大学路到中州大道郑汴路，首末班时间：6:00～
20:00（对发），平均每 3分钟一趟，票价一元，公交
IC卡通用。途经道路：南三环、西三环、北三环、
中州大道，共停靠 69个站位，其中停靠快速公交
站位 58个，停靠普通站位 11个。

“与二环快速公交 B1 相比，三环快速公交
B3具有‘接力画圆’的特点。”公交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由于目前南三环京广路立交尚未完工，
及中州大道郑汴路至南三环段尚不具备 18米车
辆运营条件，B3 路南三环大学路至中州大道郑

汴路段采用 12 米公交。这就意味着 B3 不跑完
三环全线，而是由同时开通的接驳支线 B3(区
间)、B30路和 B33路共同围合成整圆。

多线路对接“二三环”路网

“只有形成路网才能够发挥快速公交最大运
载能力和出行分担率。”上述负责人强调，一批新
开和调整线路将使郑州三环与二环之间的路网
形成有效连接，最大限度方便市民出行。

据介绍，6月 26日当天除B3、B30、B33等线路
外，还将同时新开、提升和优化 13条线路。它们
分别为：新开B29路；优化调整 7条常规公交线路
为 B3路支线，即 B37路、B50路、B51路、B52路、
B58路、B59路、B60路；优化调整 5条二环快速公
交支线：B19路、B25路、B35路、B38路、B53路。

另外，为配合三环快速公交试运营，公交部
门还新开通了 176 路、177 路，优化调整了 10 条
公交线路，合并撤停及取消了 14条公交线路。

统计显示，自 2009 年郑州开通首条快速公
交至 B3及其支线试运营，5年时间，郑州快速公
交线路总长度达 669公里，正逐渐形成亚洲最庞
大的快速公交客流规模。③6

快递巨头跨界 “鲶鱼效应”初现

“嘿客”能否将社区“E网打尽”？
□本报记者 屈晓妍 丁新科

高 超

B3本月 26日试运营 三环“接力画圆”

郑州将成全国首座双环BRT城市

6月 18日晚，开封七盛角商业街
上游人如织。该商业街区在原来棚户
区改造的基础上，按照宋式建筑风格，
容纳现代商业业态，成为我省第一个

“文商旅”民俗文化休闲街区。街区 5
月底投入运营以来，已成为时尚开封
的新名片。⑤3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影报道

◀夜晚的七盛角商业街区灯火辉煌。
▼游客在拍照留念。

漫画/王伟宾

调记者 查查

途经道路：南三环、西三环、
北三环、中州大道

停靠站位：69 个，其中快速公
交站位 58个，普通站位 11个

三环BRT：一主十三支
主线及辅线4条：B3、B3（区
间）、B30、B33
支线 13 条：B19、B25、B29、
B35、B37、B38、B50、B51、
B52、B53、B58、B59、B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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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8 日，武警河南总队直属支队“方舟—14”船艇训练在驻马店
薄山水库展开。目前，我省进入多雨季节，防洪形势严峻，此次训练主
要围绕冲锋舟驾驶操作、旗语指挥、水中编队以及复杂水况下的打捞、
救护、转移等展开，为抗洪抢险做准备。⑤3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