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11”大数据

截至11月11日15时19分

天猫“双11”成交额已达

超过去年“双11”912亿元的成交额

912.002
亿元

哪些产品最受青睐？

服饰 美妆 电器 手机

天猫服饰销售额

突破1亿元的商家

已有10个

开场1小时

36秒销售额就突破1亿元

54分钟销售额突破50亿元

天猫电器城

美的榨汁机在下单后13分钟送到顾客家里

成为首个送达的品牌

文字/赵振杰 制图/单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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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彭世繁 胡新生）
电子商务进农村，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11月 11日，记者在西华县采访时，听到这么
一段有趣的“对话”。

“我在网上买了辆小汽车，头天下单，第二天快递
员就送到了家。”箕子台办事处程庄村村民文艳说。

“她网购汽车，我还网购飞机哩，无人机！我
网购一架，还帮亲戚网购了一架。”清河驿乡黄庄
村村民王坤亭说。

无论是 30多岁的文艳，还是 60多岁的王坤
亭，网购这种买卖方式搁在以前闻所未闻，而现在
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去年以来，西华县紧盯“互联网+”，把电子商
务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抓手，搭平台、建网
络，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农村“买”
与“卖”的难题，为农村经济增添了活力。

该县投入6000多万元建成豫东地区规模最大
的电商产业园，这是全省首个“电商小镇”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达5万平方米，涵盖创业孵化、电商培训、
特产展示、物流仓储、线上线下互动交易等多种功能。

一年来，西华电商产业园先后引进了阿里巴
巴、京东商城、深圳卖货郎、河南云书网等30多家
国内知名电商企业，并有中通、汇通、圆通、韵达等
多家物流公司入驻。该县还建立健全县营运中
心、乡镇服务站、村级网点三级运营网络，搭建起
农村电子商务和农产品流通服务平台。

为打开工农业产品网络销售渠道，该县举办
特色产品上行交流会，邀请电商专家对全县特色
种养大户、青年创业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
加工企业负责人进行培训，培养电商人才，通过

“互联网+”把西华特色名优产品推介、销售出去。
去年，该县率先在豫东地区实施农村淘宝项

目，“双11”当天，农村淘宝店总成交额达121.4万
元，成交额和订单数均排全省第三名。

西华县酷农植保无人机生产企业尝试“互联
网+无人机”销售和植保作业服务模式，销售无人
机50多架，年农作物飞防作业面积40多万亩。

电子商务也为农民就业创业开辟了新的渠
道，全县现有各类网店2000余家，电子商务从业
人员6000余人。

目前，入驻西华的各类电商企业在乡村设立服
务站、网点近700家，村镇覆盖率达100%。西华
大桃、西瓜、胡辣汤料等农副产品，以及金鑫车业、
凯鸿鞋业等的工业产品，利用电子商务远销欧美及
全国各地，全县一年来线上交易额达十多亿元。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类似农民文艳和
王坤亭的‘对话’，会更多、更有趣。”西华县电商产
业园负责人对记者说。③6

西华

电商进农村 买卖不作难

本报讯（记者 李林）11月 11日，位于郑州郑
东新区龙子湖湖心岛中心区域的创意园孵化器大
楼正式封顶。龙子湖创意园孵化器是我省科技孵
化强力推进的重要支撑，将助推全省创新创意产
业发展。

龙子湖创意园孵化器是2015年、2016年河南
省重点建设项目，河南省科技孵化器三年行动计
划场地建设重点项目，是文化创意、科技企业、专利
产品转化的创新创业综合体。该项目将通过市场
化运作模式，在高新技术研发、创意设计、电子商
务、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华夏文化传承创新领域，
打造集科技研发、技术成果转化、展示交流、人才培
训、科技投融资、创业孵化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
型科技文化创新创业平台，建成国内科技研发及
文化创意产业有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项目建成后将引进30个以上高端公共研发
平台，培育50家规模以上文化、创意设计、电子商
务、云计算等高成长型企业，孵化200个以上中小
型创意设计、电子商务、云计算等创新型企业，完
成10家公司上市。

据悉，该项目出资人分别为郑州国家干线公
路物流港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河南省文化产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高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河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③5

我省强力推进科技孵化器建设

龙子湖创意园
孵化器大楼正式封顶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一年一度的
“双 11”电商购物狂欢节再次到来。11
月 11日晚，郑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
试点单位——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传出消
息，“双11”当天，郑州E贸易试点有望实
现发货量超300万单、货值超2亿元，日
处理单量和日销售额均创新高。其中，
进口化妆品、奶粉、纸尿裤、儿童辅食、洗
护等主要品类销售量大幅增长。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河南保税物流
中心，看到聚美优品、网易考拉、蜜芽、唯
品会、小红书等跨境电商企业仓库里一
片繁忙，分拣、装箱、打包、面单贴制、扫
单、装车……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
着。中邮、中通、申通、韵达等物流公司
的快递车辆不停地进进出出。

据介绍，为应对“双11”跨境购物洪

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做了精心准备，从海
关端、企业端、交换中心、E贸易数据协同
系统四个方面对E贸易平台的硬件服务器
进行了扩容，确保“双11”期间系统资源充
足。此外，“1+9”智慧物流分拣功能启用，
率先使用分拣机器人，加快了分拣速度。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产业集聚效应明
显，国内排名前十几位的跨境电商企业
在此云集。“双11”期间，各企业全力以赴
应对购物洪峰。聚美优品郑州仓库备货
商品超过1000万件，临时增加员工650
人，4条货物分拣线全部开动，24小时不
停歇运转；网易考拉郑州仓备货 260万
件，用工在平时 200多人的基础上临时
增加到 500人；唯品会郑州仓库完成备
货 700万件，用工由平时的 500多人增
加到800多人。③6

郑州E贸易试点
有望实现发货量超300万单

本报讯（记者 董娉）11月 11日 8时
14分，郑州东发往哈尔滨西的G1264次
高铁列车，缓缓驶离郑州东站，向北疾
驰。这是郑州铁路局发往东北方向的第
一班高铁快运列车，当天19时抵达目的
地后，16号车厢装载的64件货物在4小
时内，由中铁快运公司直送到物流基地。

据悉，今年“双11”郑州铁路局推出
了“电商黄金周”高铁快运服务活动。11
月11日至20日，郑州铁路局9列高铁动
车组在京广、京沪等干线参与“电商黄金
周”运输，并推出电商班列、中原货物快

运等多项货运产品。这次服务活动主要
面向电商企业和物流、快递企业，具体服
务品类分为“当日达”“次晨达”。收装
整理的每件货物重量不超过25公斤，单
辆高铁车厢承载货物在1.8吨左右。

中原货物快运以郑州北站为支点，
开行快1线、快2线两个环形路径，行经
局管陇海、焦柳、新月、新石、京广等主要
干线，设51个停靠作业站。中原货物快
运班列实行公交化管理，货物可以实现
当日达、次日达，运行时间较传统货物列
车有较大幅度压缩。③5

郑州铁路局
推出“电商黄金周”高铁快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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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强化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
工作，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规定，经上级院研究决定，封丘县
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开展了专项监
督检查活动。侦监部门以活动实施方案为
标准，加强与县公安局沟通、协调，对存在问

题、有争议的案件共同进行研究，探讨解决
问题的办法。对于启动监督程序的案件，主
管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要参与协调，安排专
人督办，同时加强与自侦部门的配合，加大
对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的查处力度。

(刘达 志华)

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导，针对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违规
在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兼职取酬等突出问
题，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财政局积极开
展领导干部违规在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兼

职取酬专项治理工作，督促有关部门严格落
实责任。此次专项治理工作，该局17名科级
干部积极填写专项治理自查自纠登记表，并
严肃、如实填写登记表中的内容。该局领导
干部自洁自律，均没有违规参加社团组织兼
职取酬。 （成芳）

许昌鄢陵县城乡规划局全方位开展
“讲纪律守规矩”纪律战，局纪检监察部门
发挥监督作用，秉承“手要紧、廉必倡、腐必
罚”宗旨，协助主体责任人抓纪律、正作风，
效果较为突出。严守考勤制度：严格按照
上下班、请销假规定，请假经领导分级批示

后，在纪检监察室备案。对全局成员进行
监督，打“持久战”。纪律检查随时性：在日
常工作纪律监督上，不定时地对各个股室
进行检查，查看去向登记表，记录不在岗或
者脱岗人员名单，打“游击战”。

（柴焕霞 周婧）

为切实抓好学习教育，筑牢思想根基，推动“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深入开展，近日，新乡凤泉区检察院召开全体干警大会，
开展“两学一做”党风党纪专题教育集中学习，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要求。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董颖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好“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强调五点意见：一要充分认识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开展
了“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充分体
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以及持续抓党的思想政治
建设的决心。二要加强学习，认真领会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入脑
入心。利用一切可以学习的条件，强化学习，吃透精神，认真落
实，把教育活动充分运用到指导和促进工作上来。三要坚持问
题导向，对照查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首先要做好自
身监督，严以律己。班子成员要率先垂范，带头查摆问题，科级
以上干部要撰写心得体会，查摆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列
出问题清单。四要强化责任意识，发挥条例的威慑作用。在工
作生活中，严守工作纪律，严格依法办案，认真遵守八小时以外
工作制度。五要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同检察工作实际结合起
来，做到同开展、共促进，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健康发展。（娄苑）

开展党风党纪专题教育学习

立足本职工作 突出监督成效

开展“讲纪律守规矩”纪律战

开展兼职取酬问题专项治理

中牟县雁鸣湖镇进一步细化职
能清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一是建立并落实责任清单、廉政谈
话、述职报告、责任追究等制度。二
是对党风廉政教育、惩防体系建设、

“三重一大”决策事项等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进行任务和责任分解，明确并

细化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清单。三是开展督促检查，
重点开展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
检查，查找存在问题，督促整改落
实。四是准确定位，厘清责任，敢于
担当，真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确保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 （任建伟）

洛阳汝阳县在坚持县级领导接
访制度的同时，积极探索变群众上访
为领导约访下访，把常年接访、定期约
访和领导下访结合，出台《汝阳县县级
领导约访暂行规定（试行）》。从约访
原则、约访范围、约访时间、应急约访、
案件交办、督查落实等方面进行了规
范明确，使约访的县级领导有章可循、
有访可接，对诉求合理合法的当场解

决，当场解决不了的，限期解决；与现
行政策、法规不符，一时解决不了的做
好解释工作；对群众反映需要有关部
门协调解决的问题现场交办，由有关
领导、部门处理，确保领导接待的事
项，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目前，
县级领导共约访群众490起1154人，
现场解决216起、解释劝返185起、交
办89起。 （丁光辉）

细化职能清单 压实“两个责任”

汝阳县推行县级领导约访制度

11月11日，在郑州东发往哈尔滨西的G1264次高铁列车站台上，工作人员正在搬送
快递包裹。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1月 11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
学生们在智能快递柜前取包裹。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11月11日，信阳市浉河区电商物流
园区，工作人员正忙着发货。⑨6 秦旭 摄

□本报记者 赵振杰

20秒，1亿元！
52秒，10亿元！
6分58秒，100亿元！
15时 19分，突破912亿元，超过去年

“双11”成交额！
18时55分，新纪录1000亿元！
24时，1207亿元！
11日 24时，从 11日零时起一直在数

据上创纪录的 2016 天猫“双 11”全球狂
欢节总交易额定格在 1207亿元，其中无
线交易额占比 81.87%，覆盖 235 个国家
和地区。

在这场网购狂欢中，作为人口大省、网
购大省的河南表现如何？阿里数据显示:
截至 11日 23时，河南省在天猫的交易额
达43.47亿元，比去年同期的34亿元多出
近10亿元，排名全国第十。

与全国表现同步，河南省今年同样创
了新高。从历年“双11”数据对比看，河南
在11日7时2分已超越2014年成交额；15
时19分，超越2015年成交额。

当然，除了阿里巴巴的数据，苏宁河南
11日同样火力全开。据苏宁电器提供的
数据：今年“双 11”，河南省内销售增长
247%，新增买家增长603%。

本省企业和园区表现同样抢眼：截至
11日12时，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出区109万
单，好想你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销售额达到
1.38 亿元，郑州女裤销售额突破 6500 万
元,新密市盛装风月服饰有限公司销售额
超过1500万元，郑州二七区网商园区电商
销售额达到3亿元，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中部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电商销售
额超过1000万元，郑州惠济区河南省电子
商务创业孵化基地内万堂书院代运营销售
额近1000万元，郑州管城区云时代广场销
售额超过600万元。

有意思的是，大数据显示，今年“双
11”，最受河南人青睐的商品前几名是手
机、羽绒服、毛呢外套、平板电视、靴子、母
婴用品和面部护理品等。苏宁的销售数据
同样印证了这一点：截至11日18时，仅苏
宁平台就已突破亿元大关，而全天该平台
预计销售总额将达到1.4亿元；与去年“双
11”相比，在苏宁平台上，河南母婴类产品
的销售同比增长893%，远超周边省份。

在“爱花钱”排行榜上，在天猫的统计
中，郑州的购物能力再次蝉联第一，洛阳
则紧随郑州排名第二。而随着电商的不断
下沉，县区成为河南消费的新增长极。在
苏宁的统计中，苏宁易购直营店（县级）购
买最多的为新乡长垣、南阳邓州、许昌禹
州、平顶山郏县。安阳林州的销售则增长
247%，新增买家增长更达603%。

另外，行业预测，今年“双11”期间，整个
快递行业的快件量将超过10亿件，将有268
万名快递员投入“双11”的快递服务中，投
入车辆将增长59%。据不完全统计，省会
郑州新增快件处理场地8.2万余平方米，运
输和投递车辆1800余辆，全市将有近6万
人参与今年的快递业务旺季保障工作。圆
通公司新建省市处理中心，生产面积达到4
万平方米，操作人员达1200余人，日处理
能力达到320万件；韵达省公司处理能力提
升50%，大件处理速度达到了1.8万件/小时，
小件处理速度达到了4.8万件/小时。②9

截至11日23点，河南网民在天猫贡献43.47亿元排全国第十

县区成消费新增长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