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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惠 婷）11 月 11 日，商务部评定的
“2015~2016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在郑州师范学
院“河南省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揭牌，同时揭牌
的还有“河南省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研究院”。

河南省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的前身，是省网
络营销协会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的河南省电子
商务继续教育基地，是学校转型发展、校企合作、协
同育人的探索。基地具有培训、实训、孵化、科研四
大职能，实践中，探索完善了“政府主导、协会搭台、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的运作理念，形成了独树一帜
的“政会校企”模式。

河南省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地现入驻孵化企业
26 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 项，可提供实习
实训岗位 1500 个，孵化学生创业项目 80 个，帮助
100 余家传统企业实现电商化转型。基地目前已引
进世界工厂网、全球内衣网、郑州万堂书院、河南丝
绸之路科技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国家级、省级电子商
务示范企业入驻。

郑州师范学院相关负责人说，河南省电子商务
创业孵化基地将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驱动，以
跨境电商为重点，以农村电商为突破，让以“政校企
会”为特征的电商“中原模式”鼎立“互联网+”的潮
头，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③12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 通讯员牛联平）11 月 10
日，孟州市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举行跨境电子商务项目签约仪式。此次签
约，标志着孟州成为全国首个与阿里巴巴公司签约
跨境电商项目的县市，并成为全国率先与阿里巴巴
公司“三大核心战略”中的两大战略（农村电商、全
球化）实现成功合作的县市。

今年 4 月份孟州与阿里公司农村淘宝项目签约
以来，双方实现了良好合作，农村淘宝“孟州模式”
已成为彰显孟州创新发展的一张新名片。阿里巴
巴全球化战略是其“三大核心战略”之一，主旨为立
足中国，买遍全球，同时还要把中国的产品带出去，
卖遍全球。此次该公司与孟州签约的跨境电子商
务项目，是其推进全球化战略在县市跨境电商领域
发展的新举措、新模式。该项目的成功签约，将使
孟州借助阿里公司“全球速卖通”“国际交易市场”
等国际专业化的平台，依托本地电子商务产业的独
特优势，促进跨境电商产业实现更深、更广发展。
同时，将为该市各中小企业扩大产品知名度，拓宽
产品销售渠道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下一步，我们非常期待与孟州在阿里大数据项
目开展合作，使孟州经济通过阿里公司农村电商、跨
境电商、大数据这‘三大核心战略’实现更好的发展。”
阿里巴巴国际事务部河南公司总经理张磊说。③6

本报讯 （记者胡巨成）11 月 11 日，信阳市政府
和驻马店市政府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明港机
场军民合用项目正式开工，预计 2017 年建成通航。

明港机场是《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新建支线机场之一。该机场是在原有的空军明
港机场上进行改建扩建。项目估算总投资 3.56 亿
元，建设标准为 4C 级国内支线机场，建成投运后，计
划采用新舟-60、B737 系列、A320 系列等机型。近期
拟开辟信阳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合
肥、西安、桂林等航线，最远航程 1500 公里。远期拟
在航线中增加沈阳、杭州、福州、昆明、大连、青岛、香
港、澳门、台北等城市，最远航程 3000 公里。预计到
2020 年，明港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分别达
到 30 万人次和 2500 吨；到 2040 年，明港机场年旅客
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分别达到 125万人次和 9500吨。

目前，明港机场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
绪，明港镇到机场 7.63 公里路段已竣工通车，京港
澳高速公路开口到机场 3.62 公里连接线，正在建设
互通立交桥及匝道；新增 290 亩用地征地、拆迁、补
偿工作已全部完成；航站区土石方、货运区、生产辅
助、生活服务设施、供水、排污及消防救援工程施
工、供电工程、供油工程等项目，施工队已进场施
工。整个工期预计两年。③12

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落户郑州

孟州与阿里巴巴
签约跨境电商项目

信阳明港机场
正式开工

11月 11日 15时，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的聚美优
品备货仓库里，虽然是新一轮上班的人员，但不停
对着电脑 3个多小时分拨货物，脸上也满是疲惫。

作为聚美优品的中国分拨中心，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据预计，今年“双
11”期间，仅聚美优品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就备货
200 万单，小红书、蜜桃等电商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备货 100 万单。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跨境贸易电商基地 6 号
仓库内，100 多名工作人员紧张地忙碌着，分拣、
装箱、打包、面单贴制、扫单、装车，流水线作业有
条不紊地进行。中邮、中通、顺丰、敦豪四家物流
公司的快递车辆不停地进出。海关、国检等工作
人员对仓库商品实施 24 小时验放，平均每 3 秒钟
实现几十万票货的通验率。

今年上半年，由河南保税物流中心承接的郑
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业务量突破 1600 万包，是
前两年总和的 30 倍；业务量和关税总额均超过
国内其他试点城市总和，进口化妆品业务占全国
份额的 80%以上。“预计聚美优品年内能完成
3000 万单实现营业额 50 亿元，网易考拉、小红
书、蜜桃等其他电商实现年营业额 500 亿元。”河
南保税物流中心相关负责人说。③12

“11·11”电商在线上抢夺客流的同
时，微信支付另辟蹊径，在线下携手全国
超过 10 万家实体门店推出优惠活动，鼓
励用户走出门，享受真实的购物体验。

价格一直是“双 11”比拼的硬指标，
但随着厂商对市场特点的把控越来越准
确，其商品定价也趋于理性，线上、线下商
品的价格差异已不再明显。此次线下门
店抱团推出优惠，更是对电商“截胡”。

以结账为例，微信支付将付款流程从
超过1分钟变为3秒，消费者只要点击微信

“钱包”里的“刷卡”功能即可秒付。目前微
信支付的智慧零售解决方案已经在全国
覆盖超过30个大型商圈，超过10万门店。

“实体商场购物最大的优势是既能
看到实物，又能满足购物体验感。线下导
购提供的专业咨询，还能和朋友一起逛，
这些也是宅在家里网购无法实现的。”11
月 11日，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

“借助移动端的支付，我们把线上、线
下打通，吸引更多线上的顾客到线下来消
费。同时我们自己也建立一个小的电商
平台，让更多的顾客到线上来消费。”一家
全国性的连锁超市负责人表示。③11

本报讯 （记者杜 君）“没想到苗木
销售也能沾到‘双 11’的光，一株核桃苗
从 7 元优惠到 6 元，一天卖得都很火。”11
月 11 日，三门峡华夏核桃苗培育销售中
心总经理程建华告诉记者，截至当天 17
时 30 分，已在网上销售了 2300 多株苗，
比往日多了一倍。

2011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程建华看
到别人通过网络销售产品，让他眼前一
亮。很快，他就组建起自己的网络营销

团队，在淘宝网和阿里巴巴开起了网店，
开始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核桃苗商业
销售模式。

“相对以往盲目起苗找买家，现在
则是等客户下订单后再起苗，销售精
准度高了，成本降低了，销量也大大提
高了。”程建华感慨，每年的销量从几
万株增加到近百万株，销售范围扩大
到四川、新疆等省区，甚至还卖到了韩
国。③6

E 贸易的“郑州速度”

3秒钟几十万票货的通验率
□本报记者 栾 姗

微信支付线下“截胡”
□本报记者 赵振杰

三门峡：苗木网上卖得火

11月11日，光山县晒尚羽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正在为客户发送羽绒服。⑤4 谢万柏 摄

11月10日，孟州市美佳绿食品有限公司员工在筹备
网上销售的农产品。该市两家企业的产品通过农村淘宝
端口首次参加“双11”网上销售活动。⑤4 聂小品 摄

11月 10日，工人在夏邑县产业集聚区内的大鸣
发毛绒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赶制毛毯。该公
司投资 6000 万美元建设 2 条毛毯生产线，年生产能
力达 300 万条，产品出口至欧洲、非洲、北美等 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⑤4 郭 辉 摄

11 月 11 日，平顶山市区一家户外用品店里，工作
人员一边登记网上出售的商品一边联系人员发货。
该店经理介绍，从 11 日零点到中午 12 点，他们已更换
了两拨销售人员。⑤4 禹 舸 摄

11月 11日，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聚美优品的流水作业线上，员工正在有序发货。 ⑤4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本报讯 （记者赵振杰）11 月 12 日凌晨，阿
里巴巴公布了“双 11”全天的交易数据：天猫

“双 11”全天成交金额为 912.17 亿元，其中在
移动端交易额占比 68%，共 232 个国家和地区
参与当天的购物，物流订单量达 4.67 亿。截至
11 日 23 点，河南交易额为 34 亿元，位列全国
第九。

跨境电商创纪录
中国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热情在今年“双

11”被极大点燃，有 3000 万消费者购买了国际
品牌的商品。

11 月 11 日晚，天猫国际总经理刘鹏对国内
外媒体表示：“天猫国际开场仅 10 分钟就售出

来自 41 个国家的 2605 个海外品牌尖货。根据
过去 20 多个小时整体成交走势已经可以预测，
天猫国际今年“双 11”整体进口成交将达到国
内其他跨境进口电商平台一年的成交体量。

截至当天 18 点，天猫国际进口成交排名前
五位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澳大
利亚。截至 20 点的数据显示，天猫国际成交最
高前三位的省份是浙江、江苏和广东。

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表示，今年有坚
果、牛奶、蜂蜜、汽车、手表、手机等八种产品，
冲击单平台单日销量的世界纪录，其中手机销
量超过 300 万台，销售额 35 亿元，远超过中国
任何线下线上渠道。

另外，无线成交占比始终在 70%左右，最高

曾达 80%以上；借助阿里巴巴在全国的 8000 多
个村点农村淘宝，广大农村消费者也首次大规
模参加了“双 11”狂欢。

百万村民显现强劲消费潜力
今年“双 11”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农村淘宝

的首次加入。全国 8000 余村点所辐射到的百
万农民，大家像赶集一样涌入农村淘宝点选购
商品。

通过菜鸟网络的大数据以及仓库备货，村
民买的东西都能在一天之内从县到村，11 日
凌晨 1 点 48 分，一台 55 英寸大彩电被送到了重
庆市奉节县草堂镇竹坪村，成为农村淘宝今年
送达的第一单。

农村消费需求显示出强劲的潜力。“双 11”
开始后仅 8 分钟，村淘销售便超过千万，在浙
江、江苏、山东、福建和安徽，“土豪村”不断出
现，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万全镇中镇村的村民
购买了一辆价值 50 多万元的保时捷 Macan。而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沂涛镇东王庙村成为了
赤裸裸的“土豪村”，截至 11 日 11 点 30 分，该村
购买的商品包括近 120 吨工业化肥、数辆轿车、
数辆老年代步车、近 60 台电视、近 1500 桶金龙
鱼调和油、300 余件儿童盖床，涵盖了村民生活
的各个方面。

另外，羽绒被，保暖内衣成为农村“双 11”
的爆品，家电数码也是村民最关注的商品，
iPhone 手机和彩电的购买量最高。③11

数说天猫“双11”

571亿元

文字/赵振杰 制图/单莉伟

截至 11时 50分，天猫交易额突破 571

亿元，超过去年全天。

8000多个

今年，全国8000多个村点的农民首次通

过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服务站的平台参加“双

11”全球狂欢节，而且村村都有成交。

70%

在11日各电商发布的数据中，通过无线

终端购买的比例几乎全部都在70%以上。

14万/秒

阿里巴巴订单创建峰值能力突破了每秒

14万笔，支付宝的支付峰值达到了每秒8.59

万笔。

“土豪省Top5”

浙江、山东、福建、江苏、安徽

本报讯（记者胡巨成 通讯员刘 倩）
大屏幕上，一长串数字在不断的增加，到
11 月 11 日最后一秒，数字定格在总订单
量：565370 件，总金额 276929311 元。信
阳市浉河区委区政府 12 日凌晨在信阳金
牛物流园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守候在这
里的省内外数十家媒体的记者发布这一
消息。同时光山县也传来喜讯：光山县
的羽绒服订货量超过 40 万件。

据统计，全国每天 3000 多万件的快

递货单中，80%以上经过或通过信阳市
境内。因为既“快”又“省”，淘宝、天猫、
京东等电商不约而同选择签约信阳。芳
草集、爱睿惠奶粉、土曼电子科技等多家
电商纷至沓来，将仓库“搬”到信阳。依
靠自身物流优势，光山县羽绒服装电子
商务孵化园内的 1.2 万家羽绒服装企业
转型电子商务，2014 年销售羽绒服等特
色产品 1000 多万件，销售收入 10 多亿
元。③11

信阳：订单逾56万件

天猫“双 11”全天交易额 912亿元
截至昨日 23 点，河南交易额位居全国第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