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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杜 君 通讯
员 王春平）11 月 10 日，记者从省
林业调查规划院获悉，在日前开
展的全省鸟类同步调查工作中发
现大量水禽，并首次监测记录到
濒危物种斑头雁。

按照国家林业局统一部署，我
省于 11月上旬在孟州黄河湿地和
白墙水库开展第二次鸟类同步调
查试点。其中，孟州黄河湿地调查
区河道长 18.65 公里，主要为永久
性河流湿地和洪泛平原；白墙水库
调查区包括全部库区和库区上游
部分蟒河河道，主要为库塘湿地、

永久性河流湿地和沼泽湿地。
此次调查，濒危物种斑头雁成

为我省鸟类分布监测的新发现。
专家表示，斑头雁尤喜咸水

湖，通常在高原湖泊繁殖，在低地
湖泊、河流和沼泽地越冬，此次在
中原孟州现身，与当地良好的生
态环境密不可分。

据悉，按照统一部署，我省已
于 3 月在三门峡和郑州黄河湿地
完成了春季鸟类同步调查试点，
还将在明年 1 月进行冬季鸟类同
步调查试点，条件成熟时，将正式
开始全国鸟类同步调查。③12

本报讯（记者董 娉）机票是
买的越早越便宜，但“白菜价”的
机票基本都无法退票或改签，万
一行程有变，只能作废。11 月 11
日，记者从南航河南航空获悉，今
后，只要是南航的国内机票，不管
多低的折扣都能退票了。

南航河南航空相关负责人表
示，从本月开始，南航的国内机
票，只要是整张票完全未使用，无

论折扣有多低，在航班起飞前 2
小时（含），都可以退票（根据价格
不同，收取相应的退票手续费）。

此外，南航在包括春运期间
部分航线在内的 655 个航段上，
推出提前 60 天、提前 30 天、提前
15 天、提前 7 天的四个运价产品，
运价折扣在 2 折至 3.9 折之间，通
过南航官方网站等渠道购买，还
比其他渠道优惠 5%。③6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 实习
生焦莫寒）11 月 10 日，省公安厅
高速公路公安局发布消息，高速
警方日前侦破一起在我省及山东
境内高速公路碰瓷实施敲诈勒索
案件，目前该团伙 5 名犯罪嫌疑
人已被批捕。如果有车主在河南
境内高速公路遭遇碰瓷，可向高
速警方打电话报警。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一
般三五结伙跨省流窜作案，多选
夏季路况较好时期，在车流较少
的高速路段，一种用弹弓弹射橄
榄果、槟榔，使受害车身产生较大

异响，以造成剐蹭假象；另一种则
直接采取撞车追尾方式。

“碰瓷者虽会极力阻挠报警，
但受害人只要拨通报警电话，他
们就会以事急为由，迅速逃离现
场。如果对方采取暴力手段，尽
量不要与对方发生争吵，择机报
警。”办案民警说。

高速警方称，目前仅接到部
分受害人举报，警方希望相关受
害 者 及 时 报 警 ，报 警 电 话 ：
0371-68208110，或 直 接 与 省 高
速公路公安局刑侦支队联系，电
话：15737132110。③10

本报杭州讯（记者郭 戈 赵振杰）“身
处阿里巴巴总部的数据直播中心，仿佛来到
航天基地观摩火箭发射。”一位参加过现场
报道的媒体同行曾向记者这样描述。

作为最受消费者关注的年度盛事之一，
11 月 10 日至 11 日，来自海内外的 460 多家
媒体守候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捕捉着“双
11”当天可能出现的每一条新闻。

从 10 亿到 100 亿，再到 400 亿，大屏幕
上的数字不停跳动。截至 11 日 21 点 12 分，
天猫“双 11”的成交额正式突破 500亿元。

骄人业绩的背后，大数据成了阿里巴巴
高管们最常挂在嘴边的词。据了解，阿里巴
巴的数据中心目前已攒下了超过 100PB 的
数据，相当于 1 亿部高清电影、580 亿本藏
书。如何让这些数据产生价值？“双 11”是最
好的试金石。

“基于大数据，每个人都将看到不一样
的商品推荐页面，即便你不说，系统也能知
道你想买的是什么。”阿里巴巴技术部门的
负责人表示，今年“双 11”期间，活动页面、商
品排序全部由算法决定，“这就像一场游戏，
数据是变量，算法就是规则，设定什么样的
游戏规则，将决定游戏最终的结果”。

在很多人看来，由大数据来决定一切似
乎有些疯狂，而 TCL集团则在本次“双 11”期
间切身感受到了大数据的魔力。

今年 7 月，TCL 收到了一份来自阿里巴
巴的建议：希望该公司能在“双 11”期间主推
4K 超高清电视。“我们当时很犹豫，因为这
个产品非常新，价格又昂贵，消费者能否接
受还是个未知数。”该公司电子商务部负责
人表示。

基于阿里巴巴提供的分析数据，TCL 最

终决定冒险将该产品投产并备货。果不其
然，在“双 11”大家电预售中，这款电视的预
订量非常可观，受此影响，4K 电视的市场份
额也从过去的 8%快速跃升至 60%。

从关注流量转向大数据分析，服饰公司
A21 也在今年“双 11”之前做了一个大胆的
尝试：锁定 1000 个老客户，通过分析他们喜
欢的款式后，将新品快递过去，并告诉这些
客户：如果衣服喜欢就付款，不喜欢就退回
来。结果，90%的人都很喜欢寄送的服装并
买单。

“大数据的分析，能够预测下一阶段的
消费热点，并给商家提出建议。”阿里巴巴技
术部门的负责人说，通过大数据，商家可以
将理性的数据分析和对消费者的感性分析
结合起来，从而更清晰地了解消费者的购物
决策，挖掘前所未有的商机。③6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11 月 11 日，郑
州市快递协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河南
省顺丰速运、大河速递等 51 家快递企业约
定加强行业自律，抱团发展。今年“双 11”
期间，消费者也有望得到更好的快递服
务。

近年来，我省快递业务量每年增速都
在 50%以上，今年前 9 个月，全省快递业务
量已经达到 1.99 亿件，超过去年全年的业
务量，而郑州市的快递业务量占到全省的
一半以上。目前，郑州市各类快递企业有
70 多家，随着快递业务量的迅速增加，加强

快递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提
升快递行业服务水平，以维护市场经营秩
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

郑州市快递协会首任会长、河南中通
快递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要仁表示，随
着快递业务量的扩大，投送延迟、快递丢失
或损毁等投递服务问题也在不断增加，服
务质量已经成为快递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的瓶颈。郑州市快递协会成立后，将加强
行业自律，引导企业不断改进快递服务质
量，提高服务水平，满足客户需求。③6

郑州市快递协会成立

相关新闻

11月 11日，《南方都市报》登载的
一组广告吸引了全国媒体的目光。这
组广告的内容直指“双 11”，悉数吐槽
了诸如“下单不比价”、“熬夜扑个空”、

“五折买假货”、“差评被人肉”等往届
网购狂欢节中出现的消费乱象。其内
容大胆直接，大有挑战阿里巴巴的意
味。

马云成功创造了“双 11”这个节
日，至今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
的事情。记者从阿里巴巴了解到，截
至 11 日 13 时 31 分，天猫的成交额达
到 362 亿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双 11”
全天的成交总额。

全民狂欢之余，一些问题也逐渐
浮出水面。正如南都广告中所提到的

“熬夜扑个空”，记者的多位采访对象
都证实了这一点。洛阳的马女士早在
数天前就选好了心仪的商品，可在 11
日零点网购狂欢节开场仅半分钟，她
即将付款的商品大部分已显示售罄。

“商家摆在显要位置推出的特惠商品
存量很小，不少是全国的买家扎堆抢
购那么几十件，当然一开场就卖光
了。”马女士吐槽说。

郑州的吴先生表示，虽然“双 11”
当天各个商家都推出了大幅优惠，但
相当一部分商品的成交价格并未比平
时低很多。“先提价再优惠已成为不少
电商之间公开的秘密。”一位业内人士
评价道。

面对“双 11”的全民狂欢，你能淡
定吗？记者采访的众人均表示，不管
优惠是否能够享受得到，趁着“双 11”
买点自己需要的商品已成为一种习
惯。至于买多买少，就看自己能否刹
得住车了。“还有 19 天才发工资，要想
办法坚持到月底啊。”11 日中午，一位
已经提前“月光”的网友在微博上这样
感叹。③9

全民狂欢，
你能淡定吗？
□本报记者 郭 戈 赵振杰

杂谈

我不关心卖了多少亿，只关心包裹送不送得到
马云：我觉得四百亿、五百亿、六百亿这些数字都不会成为记录，所以我也没有

多大的关心，但是我关心在于今天这个情况下，如果卖四百亿、如果卖五百亿，有多
少包裹寄得出去，得安全送到。

中国需要减税啊
马云：我觉得减税是今天中国最需要做的事情。中国加税，对中国的经济只

会带来更多的坏处，减税会让中国的财政收入、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加税只会让
中国更多的企业垮下来。②28 （整理 石可欣）

我省首次监测记录
濒危物种斑头雁

南航“白菜价”机票也能退了

警方寻找高速碰瓷受害者

现在一提起叶岭村，康刚建
的脸上便绽放出笑容，掩饰不住
一脸的自豪：“俺村现在是康店镇
有名的孝心村，就是放到全巩义
那也是响当当的。”

康刚建今年整 70 岁，今年当
上了村里的义务清洁员。“过去都
是讲报酬的，现在我们主动义务
打扫街道卫生。为啥？大家都孝
老爱亲，老人心气顺，愿意多干
些。”11 月 11 日，老康感慨地说。

然而，正是这个令康刚建倍
感自豪的叶岭村，当初却是个出
了名的乱村。

从出了名的乱村到如今有口
皆碑的文明村，如此山村巨变究竟
是如何发生的？叶顺利笑呵呵地
指着不远处的一面墙说：“看到这
些文化墙了吗？建设孝心村，开展
孝德教育，让人心拧成了一股绳。”

近年来，巩义针对重幼轻老、
薄养厚葬等现象，广泛开展“孝心
示范村”创建活动，将传统的孝德
具体化，以孝暖人心、提素质、淳
民风，以孝聚合力、保稳定、促发
展，助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巩义聘请全国知名的专家学
者、道德模范等举办公益讲坛、讲
座 60余场次。民间力量也积极弘
扬孝道。退休干部刘其来，编印

《河洛孝道礼仪》到各试点村免费
发放；河洛大鼓第四代传人尚继
业创作《妯娌俩孝母》《贤孝女》等
一批节目，深入全市各镇、村演出
320场；西村镇罗口村王三乐老先
生创办孝道讲堂，目前已举办 256
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从 2012 年起，巩义连续举办
两届“孝老爱亲”模范评选活动，
并在重阳节举办隆重的授奖仪
式。全市孝顺儿女中，多人荣登

“中国好人榜”。特别是 30 年坚
持照顾三个憨傻小叔子的张粉
仙，17 年悉心照顾“植物人”父亲
的崔树军，以及带着瘫痪母亲刻
苦求学的当代女大学生朱萌萌
等，他们的孝心带动更多的人自
觉比孝敬贤、见贤思齐。

为了让孝道这一传统美德扎
下根，巩义市进行孝风评议，做到
孝顺有人夸、不孝有人管，推动全
社会孝道的良性循环。同时，在
全市开展“树孝风、定孝制、讲孝
道、推孝子、践孝行”活动，在试点
村举办孝道感恩活动、亲子洗脚
活动，党员干部率先行动，成立志
愿者服务队，用实际行动诠释新
时期孝道的含义。

巩义市“孝心示范村”创建活
动开展以来，传统文化、传统美德
逐步回归，村容村貌明显改观，村
风民风明显改善，尽孝为荣、不孝
为耻的理念深入人心。③10

巩义：

创建“孝心示范村”
弘扬孝道好传统
□本报记者 何 可

本报通讯员 周金珂

大数据里挖掘大商机

马云说

11月 11日，郑州大学新校区内的一家快递公司里，大学生在排队领取快件。据
介绍，当日该店收发快件约 1600件，比平时增加了一倍。⑤4 张 涛 摄

11月 11日 23时 20分，距离今年的“双 11”结束还有 40分钟，天猫交易总额已突破 550亿元。当晚，460余家中外媒体齐聚杭州阿
里巴巴总部进行新闻报道。⑤4 本报记者 郭 戈 摄

11 月 11 日，2014 郑州第七届国际车展落下帷幕。本届车展参
展品牌众多，规模超国内 B 级车展标准，吸引了十多万市民前往观
看。⑤4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关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关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扩内需讲了很多年，通过‘双 11’大
家第一次看到了国内强大的内需力量，只
不过是用了网购这种新奇的办法挖掘出来
了。”11 月 11 日晚，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
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希望未来我们能有机会参与国内的
城镇化建设，把农村的内需都挖掘出来，也
希望能够依托互联网，让阿里巴巴的电子
商务平台帮助全世界的小企业和消费者，
特别是中国的消费者，买到更多其他国家

的好东西。”马云表示，“阿里巴巴赴美上市
并不完全是为了钱，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
让公司治理更加透明化，让全世界的股民
和用户来监督这家公司。”谈到上市，马云
希望支付宝未来也能够在 A 股上市，他个
人表示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谈到很多人在谈论阿里巴巴的股价，
马云说，对他个人来讲，不管股价如何涨
跌，阿里巴巴的管理层和员工都应该继续
脚踏实地做自己，认认真真把 5 年、10 年、
15 年的规划做好，“今天做得越踏实，阿里
巴巴的未来才能越长远”。③9

希望支付宝能在A股上市
□本报记者 郭 戈 赵振杰

本报杭州讯 （记者赵振杰 郭 戈）
11 月 12 日零点，经过网民 24 小时疯狂
扫 货 ，天 猫“ 双 11”交 易 额 突 破 571 亿
元，其中移动交易额达 243 亿元，物流
订单 2.78 亿元，全球共有 217 个国家和
地区的用户进行交易。这也意味着新
的网上零售交易纪录诞生。

截止到 11 日 16 时，我省成交数据
15.68 亿元，全天交易量全国排名第十
位，与去年名次相同。

阿里成全球第一大移动电商

今年“双 11”，阿里移动端成交额达
到 243 亿元，是去年同期的 4.54 倍，占到
今年总成交额的 42.6％，创下全球移动
电商平台单日交易的历史新高。

天猫“双 11”在移动端的成交额从
11 日零时起就一路攀升，势如破竹，仅
用 75 秒就突破了 1 亿元关口。截至当
日 7 时 36 分，移动端成交额突破 100 亿
元，这一数字已经比去年“双 11”全天的
移动端成交额增加近一倍。

243 亿元，数字的背后意味着阿里
构建的移动电商生态系统开始步入轨
道。

在外界看来，243 亿元对于刚刚上
市 的 阿 里 巴 巴 集 团 而 言 ，还 有 另 一 层
意义——奠定全球第一大移动电商的
地位。

全球化生态体系初现

截至 12 日零点，阿里总部显示交易
地点的 217 个国家和地区的旗帜全部被
点亮，全球化生态雏形建立。与此同时，
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
成为最受中国买家喜爱的产品输出国。

“淘宝海外”和“速卖通”是阿里巴巴
实现全球卖的两把“利刃”，分别针对海
外外籍人士和海外华人市场。在俄罗
斯，速卖通已经成为最大的在线购物网
站，当地还诞生了一个专用词汇——“淘
戈利克”（意为“淘宝控”）。阿里巴巴国
际 B2C 负责人吴倩表示，此次参与到“双
11”的买家中，最北的在格陵兰岛、最南
的在智利，甚至还有塞舌尔、巴巴多斯这
种平常不太听闻的国家。

商务部人士表示，从中国宏观经济
角度，阿里巴巴全球化业务的开展，全球
化生态的建立，实际上是以电子商务方
式来扩大进口、促进中国小微企业“出
海”，同时帮助商家和消费者降低成本，
促进了中国零售行业的发展和升级。

阿里巴巴的全球化步伐也带动了合
作伙伴的海外业务扩展。顺丰、申通、中
通、圆通等国内传统老牌快递，也跟随菜
鸟网络的国际化布局，走出国门，分别开
展海外仓储、跨境转运、海外自提等业
务。③9

天猫“双11”交易额达571亿元
我省交易量全国第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