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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玉璞 通讯员陈占举）记者 11月
10日从洛阳神州牡丹园获悉：该园精心准备的反季节
牡丹鲜切花成为亚太经合组织 (APEC)北京会议重要
礼仪用花。这是继洛阳牡丹 2008年盛开北京奥运会
后，再次绽放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盛会上。

作为亚太地区经济领域的最高规格盛会，APEC
北京会议举世瞩目。会议期间的礼仪接待，是国家形
象的展示。牡丹自古以来备受中国人民的喜爱，此次
APEC会议钟情洛阳牡丹，正是洛阳牡丹雍容华贵、寓
意美好，吸引国人乃至世人的集中体现。

据洛阳市委农工委的负责人介绍，为了实现“花
开遂人愿”的梦想，神州牡丹园专门成立了科技研发
团队，在牡丹花期控制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11月 7
日起，神州牡丹园精选的 20 多个品种 3000 多枝牡丹
鲜切花，陆续被送往北京。③10

铁棍山药、原阳大米、灵宝苹
果、道口烧鸡……吃货们有没有流
口水？“双十一”前夕，记者来到省电
子商务产业园内的“淘宝·特色中
国”河南馆，探秘河南土特产从“山
野田间”到“网络世界”的全过程。

“镇馆之宝”日销售量过万
点击河南馆的网 页 ，熟 悉 的

“老家味道”仿佛融入口中，文新
毛尖的嫩、好想你红枣的脆、怀府
山药的糯、河阴石榴的甜，原产地
直供的“豫味儿”土特产被一“网”
打尽。

据淘宝特色中国大数据库资料
显示：自 5月 6日上线运营以来，河
南馆已入驻商户 1000余家、上架产

品 2000 余种、成交额 6300 余万元，
在全国 21 个省级地方馆中排名前
十。

比起四川的辣椒、湖北的鸭脖，
咱河南也有“镇馆之宝”。河南杰夫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亮
说，仲景香菇酱、灵宝苹果、逍遥镇
胡辣汤是河南馆的“金字招牌”，每
天的走单量以“万”为单位计算。尤
其是仲景香菇酱，曾创下一天销售
6.8万瓶的最高纪录。

不要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据阿里巴巴集团测算，2013年

“阿里”、“淘宝”、“天猫”、“聚划算”
等涉农产品一年的销售额为 300亿
元，2014年有望迈上 500亿元台阶，
这相当于 2008年淘宝全网交易额。

面对巨大的市场“蛋糕”，“淘

宝·特色中国”河南馆喊出不要只做
“大自然的搬运工”的目标口号。特
色中国项目经理天舒说，河南是农
业大省，走单量在特色中国上排名
靠前，但销售额比起江浙地区的场
馆，还有一定差距。同样是卖柿饼，
河南的柿子从树上摘下来晒干之
后，20 元一公斤就打包卖走了；而
浙江省遂昌的柿饼起名叫“善果”，
单个精美包装好，配上菩提子，再印
上中华传统美德故事，售卖到 118
元一公斤。

崔亮说，“双十一”的时候，河南
馆已经尝试重新包装“文新信阳毛
尖”，主推产品为“土特产+旅游资
源+本地生活信息”，将信阳鸡公山、
南湾湖的旅游资源更好地结合进
去，彰显出“有山有水有好茶”的地
域特色。③12

本报讯 （记者谢建晓 实习生刘 琰）11月 10日，
吉某甲等七人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一案，由省高级
人民法院指定卫辉市人民法院审理。检方指控被告
人吉某甲等六人在“皇家一号”国际娱乐会所担任营
销经理、被告人李某某在该会所担任营销经理助理期
间，采用介绍等方式协助该会所，有组织地从事卖淫
活动。

卫辉市检察院于 4 月 27 日提起公诉，9 月 1 日和
10月 11日又先后向卫辉市法院移送了追加起诉决定
书和变更起诉决定书。11月 10日上午 9时，卫辉市法
院对该案依法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

在庭审过程中，卫辉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吉某甲
等六人在“皇家一号”国际娱乐会所担任营销经理、被
告人李某某在该会所担任营销经理助理期间，采用介
绍等方式协助该会所，有组织地从事卖淫活动。

据悉，卫辉市法院审理“皇家一号”系列案，划分
为三个案件，分三天审理。11月 12日，法院还将对被
告人吉某乙等六人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进行开庭审
理；11月 14日，将对被告人饶某某等五人涉嫌协助卖
淫罪进行开庭审理。③9

本报讯（记者董 娉）“双十一”的大幕今天正式拉开，南航
河南航空主要承担本地淘宝物品的航空运输保障。11月10日，
南航河南航空表示，公司将在11日到16日期间投入454班航班，
每天至少60多个航班（共43条航线，包括国内航线38条，地区和
国际航线5条），可以满足“双十一”最高峰的部分运输需求。③9

洛阳牡丹成APEC
北京会议礼仪用花

“皇家一号”系列案开庭

本报讯 （记者王冠星）11月 10日，省地方经济社
会调查队发布 10月份全省 30种主要食品价格监测数
据。与 9月份相比，所监测品种中约八成食品价格出
现下跌。与去年同期相比，蔬菜、食用油价格下跌，但
水果价格上涨较多，尤其是香蕉，价格上涨近六成。

数据显示，随着节日效应的消退，80%的食品价格
环比出现下跌。与 9月份相比，在所监测的 30个品种
中，下跌的有 24种。肉蛋禽价格全部下跌，其中，鸡蛋
下 跌 6.09% 。 食 用 油 价 格 小 幅 下 跌 ，大 豆 油 下 跌
2.11%，调和油下跌 1.67%。蔬菜价格涨跌互现，其中，
大 白 菜 下 跌 6.52% ，大 葱 下 跌 7.35% ，黄 瓜 上 涨
15.05%，西红柿上涨 13.01%。

从 10月份全省主要食品价格同比变动情况来看，
蔬菜价格较去年同期便宜，所监测的品种价格全部下
跌，其中，芹菜下跌 28.17%，黄瓜下跌 19.65%，西红柿
下跌 35.24%，四季豆下跌 17.88%。食用油价格全部下
跌，花生油下跌 3%，大豆油下跌 9.24%，调和油下跌
4.99%。鸡蛋和水果价格同比上涨较多，鸡蛋上涨
26.9%，苹果上涨 12.94%，香蕉上涨 58.78%。③9

本报讯（记者赵振杰 郭 戈）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及投
资的移动客户端，如手机淘宝、微博、UC、优酷、高德地图
等，在中国均是最受欢迎的手机移动应用。今年“双十一”，
阿里巴巴将整合这些移动应用，助阵天猫“双十一”。除此
之外，线下商家还可以通过“码上淘”项目参与购物狂欢节。

据艾瑞咨询的数据，手机淘宝占据中国移动电子商务
市场的 86%份额，遥遥领先于其他电商平台。除了天猫和
手淘之外，阿里巴巴集团投资的公司也加入到今年“双十
一”当中来。③10

从 2009 年 第 一 场“ 双 十 一 ”开
始，这个由阿里生生造出来的购物节
已经走过了 5 个年头。5 年之间，从
电商小众行为发展到了全民运动，线
上交易额则以爆发式的状态持续着

“野蛮生长”。
在这场全民狂欢的节日中，当然

少不了我们河南企业的参与。据了
解，已连续数年参加“双十一”促销的
逸阳女裤，从河南商专、郑州大学等
高校的电子商务专业中招聘兼职人
员 100 多人，使其原来只有 200 多人
的电商团队目前达到了 500人！

淘宝河南馆：预计成交3000万元

在河南电子商务产业园，“双十

一”的宣传条幅悬挂在最醒目的位
置，参加“双十一”的河南本土电商正
摩拳擦掌、积极备战。

据河南杰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项目运营总监冯世乾介绍，不少参加

“双十一”的河南电商在去年“双十
一”刚结束，就开始为下一年的促销
活动做计划。“多数电商都是提前半
年拿出活动的落地计划，提前三个月
各项细节工作开始实施。”

位于产业园内、今年 5月份刚开
馆的“淘宝·特色中国”河南馆也加入
了“双十一”的大潮，100多家电商通过
电子平台将焦作怀药、道口烧鸡、灵宝
苹果、原阳大米等河南特产销往全国。

统计显示，今年是 2009年“双十
一”购物狂欢节诞生以来参与商家数
量最多的一年，仅天猫就有 2.7 万个
商家参与其中。“一般来说，‘双十一’

当天的销售成绩有可能是平时数月
的销售成绩。以河南馆为例，今年

‘双十一’当天的成交额预计可达到
3000万元，平时一个月河南馆的销售
额也就 400万元。”冯世乾说，“除了能
在‘双十一’获得翻倍的成交额，‘双十
一’对于各电商品牌的曝光度以及老
客户的积累都有很大的帮助。”

娅丽达：“六脉神剑”绝杀“双十一”

作为传统女裤企业，娅丽达在线
下拥有 1800个专卖店。但是在线上
还处于发展期，不过今年的“双十一”，
娅丽达推出了其营销的“六脉神剑”。

娅丽达的“六脉神剑”包括：整点
支付免单、海量优惠券、3 名免费韩
国游、111 本高端定制笔记本、1111
个娅家定制公仔萌小娅、11111个娅

家插画师手绘的鼠标垫。
同时，娅丽达备货超过 8000万；

不但建立了几十个老顾客千人群，服
务电话座席还多达几十人。

O2O 是娅丽达的另一大利器，

由于拥有近 1800 家专卖店，娅家打

通了线上和线下的会员体系，在线

上可以实时查询会员等级、积分兑

换、电子优惠券的领取、附近最近店

铺的导航等，从而实现了在线支付，

到店自提等多种购物模式。据悉，

娅丽达将计划实现全国专卖店扫码

即付，可见即可付的随时随地购物

的模式。

好想你：今年销售欲超2000万元

一个月前，好想你各类暖场活

动就陆续上演，一周前，其官网官
微上，“双十一”的优惠券等各种礼
品 开 始 吆 喝 ，截 至 9 日 22:00，其 聚
划算的页面上，已经有“44570 人想
买 ”，远 高 于 周 黑 鸭 的“5546 人 想
买”和楼兰蜜语（枣品牌）的“33014
人想买”。

总经理苗国军更是在微信朋友
圈致敬好想你的电商团队，除了晒出
好想你电商团队的誓师、分拣等厉兵
秣马的图片外，甚至晒出了一张满是
方便面火腿肠水果玉米棒等零食的
图片，提示着大家这是当天的“加班
食品”。

2013 年“双十一”期间，红枣全
网销售 4300 万元，其中好想你达到
1300 万元，占比达 30%，为红枣品类
中第一。据悉，今年“双十一”，他们
内部的目标是超过 2000万元。③10

本报讯（记者赵振杰）随着阿里在美国上市，“双十一”
下一步可能是全球狂欢的购物节了。据悉，11月 10日晚，
包括路透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在内的 460多家海内外
媒体守候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等候凌晨活动正式开场。
当然，本报记者也在现场。

据统计，今年“双十一”参与商家数近 2.7万，参加的品
牌数约为 4.2 万。14 家快递合作伙伴目前已为今年“双十
一”新增行业从业人员 25 万以上，改扩建运转中心 100 余
处，增加作业场地 185万平方米，公路干线新增自有及整合
社会资源新增干线车辆 12000台以上。③10

八成食品价格环比下跌

河南企业抢金“双十一”
□本报记者 赵振杰

多个阿里客户端齐狂欢

460余家媒体看“热闹”

十家银行行长来督战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选好宝贝，下完单，最后却卡在

支付环节，这样堵心的事情，在今年的“双十一”发生的概率
将微乎其微。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技术官程立透露，为迎接今年
“双十一”，银行系统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去年的两倍以上，
用户将迎来史上支付最为顺畅的“双十一”。支付宝方面介
绍，相比往年，今年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四大国有银行和各家
股份制大行都改变了以往分行各自对接的模式，开始进行
总对总对接，即银行总行科技部与支付宝系统对接。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金融事业部资深总监孙杰介绍，“双十
一”当天，大约有十家银行的行长还会到杭州亲自督战。③10

454班航班做保障

从田间到网络的河南土特产
□本报记者 栾 姗

11月8日，
在郑州市地铁
1 号线会展中
心站C出口，楼
梯如同钢琴的
键盘，当行人踩
到楼梯就会响
起 美 妙 的 乐
声。这一特殊
的设计让过往
的市民好奇不
已，纷纷上前尝
试 并 拍 照 留
念。⑤4

王 威 摄

▲天猫员工备战“双十一”。 本报资料照片

▶11月 10日，许昌市公安局五一路派出所民警对辖区快递
网点进行走访排查，提醒快递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快递物流行业
规范。⑤4 牛 原 摄

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郭庚茂莅临河南大学调研，在
考察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时强
调，这个实验室所从事的新材料新
能源研究，都是河南省当前亟待解
决的技术问题，与我省的光伏产业、
新能源汽车、电子装备等行业密切
相关，前景非常广阔。在听取科研
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汇报后，郭庚茂
对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成果表示肯定。

新型发光显示技术——量子点
发光二极管（QLED）技术研发工作
是河南大学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
室目前进行的重点研究开发项目之
一。10月 22日下午，河南省副省长
徐济超受郭庚茂同志的嘱托，主持
召开了QLED研发工作专题会。会
议听取了河南大学特种功能材料重
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杜祖
亮关于QLED技术研发工作情况的
汇 报 ，并 研 究 确 定 了 关 于 推 进
QLED 产业化、抢占国际显示技术
制高点的支持措施。

聚精会神
自身建设日新月异
河南大学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

验室是以材料的制备、结构与性能
表征为主要研究内容，以高技术应

用为出口的应用基础实验室。1998
年，“两弹一星”功臣党鸿辛院士来
河南大学工作，在朱自强教授和张
举贤教授上世纪 80年代建立的“固
体表面实验室”和“高分子化学研究
室”的基础上组建了该实验室。其
后，实验室得到飞速发展，先后成为
河南省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河南省国际联合实验室、河南
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河南省纳米材
料工程中心、教育部工程中心、河南
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发改委工
程中心。

作为我国最早从事纳米材料研
究的集体之一，经过多年建设和积
累，实验室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高
层次科研和技术人才，为教育部长

江学者创新团队。实验室建有科学
研究和应用研发两个研究平台，科
学研究平台现有 6000 余万元的大
型设备，应用研发平台占地 50亩，
可进行 50-2000 升的中试试验，现
正在建设 1.7万升的工程化验证生
产 线 。 实 验 室 承 担 完 成 了 包 括

“973”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以及企业的横向课题百余
项，取得了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成果。

多年来，实验室的建设得到了
河 南 省 委 、省 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视 。
2008年 9月，郭庚茂在河南大学视
察之际，莅临实验室指导工作。走
出实验室，他鼓励大家要联合攻关，
取得丰硕科研成果，同时认真做好
科技成果转化，把产业做大做强。

瞄准市场
原始创新硕果累累
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常务

副主任杜祖亮教授告诉记者：“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发并重发展，是这个
实验室的最大特色和优势。近 20
年，实验室以基础研究成果为源头，
发展自己的原创技术，有多项成果
已完成了实验室阶段研究，进入向
企业转化阶段，已有两个产品六个
系列进入市场。

油溶性纳米铜（合金）产品。在
河南省科技厅、济源市政府等多方
支持下，经过近 12年的技术攻关，
油溶性纳米铜（合金）产品问世并已
成功实现专利转让。据了解，纳米
铜最广泛的用途就是作为润滑油添

加剂直接加入汽车机油中，从而起
到节约燃油、减少积碳、降低汽车噪
音的作用。如今纳米铜技术已在江
苏产业化生产应用，产生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纳米聚硅减阻增注剂产品。我
国低品油气资源丰富，但由于地质
结构复杂，开采需要更新的技术和
材料，纳米聚硅减阻增注剂在这一
过程中作用显著。中原油田、江苏
油田、胜利油田等应用厂家一致认
为，由实验室研制开发的水基纳米
聚硅减阻增注剂，具有成本低、操作
简便、绿色环保等明显优势，特别对
提高低渗、超低渗油田的开采产量
作用十分突出。

量子点发光二极管（QLED）器
件。QLED是 LED的第三代显示发

光技术，因其更高能效、更低成本、
色度更纯和可弯曲等突出优势有
望成为新一代发光和显示技术，在
智能手机和超清电视屏等方面得
到广泛应用。实验室已在量子点
制备和结构设计等方面有所突破，
大幅度提升了QLED蓝光以及白光
的发光效率，达到了商业化生产的
指标要求，有望应用于下一代超清
显示屏。

新型硅基薄膜光伏技术。河南
省是一个“光伏大省”，但都是硅基
光伏产业，且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
国人手中。硅基光伏产业具有高污
染、高能耗等问题。实验室利用自
己的纳米技术，研发结构增强型非
硅基新型薄膜光伏电池，有望在河
南发展“后硅基”新光伏产业。

积极探索
科技成果转化之路
杜祖亮告诉记者，实验室的发展

一直坚持“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
业化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一条龙
科研理念，一直在探索如何把科技创
新转化为技术产品，服务于社会。

隶属于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
室的工程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
从实验室到产品开发的中间试验。
而建立的协同创新中心，又将下游
的相关企业紧密联合起来。这样，
通过整体的体制机制创新，使研究
成果不仅仅停留在学术论文上或实
验室里，而是实现研究成果从实验
室“小瓶子”到中试厂房“大反应釜”
的一体化试验，完成科研从基础研
究到技术开发的全过程，最终实现
研究成果向产业化的转化。

作为材料能源资源生产和使用大
省，我省可持续跨越式发展对新材料
新能源有着迫切的需求。建设好高水
平实验室，利用纳米科技发展新材料、
新能源技术，以材料的创新带动能源
的生产和使用的变革，促进我省乃至
全国相关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郭庚
茂书记的殷切希望将是特种功能材料
重点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的不懈追求。

技术驱动进步 创新引领发展
——河南大学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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