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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2021年河南高考报名正在
进行。11月 11日，记者从省招办获悉，不同类型考生
需要提供的报名材料不同，高考报名信息与学籍信息

“硬挂钩”。
按照规定，我省户籍的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由学

校统一组织在学籍所在地报名，考生须提供本人身份
证、户口簿；我省户籍的往届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毕
业生，以及其他同等学力的社会考生，在户籍所在的
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直属报名点报名，考生须提
供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学历证明；我省户籍的中等职
业学校应届毕业生，在学籍所在学校或学籍所在地招
生考试机构直属报名点报名，考生须提供本人身份
证、户口簿、学籍证明；户籍在我省，但在外省就读、学
籍在外省的应届毕业生，如在我省报考，须在户籍所
在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直属报名点报名，考生
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就读学校所在地学籍管
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档案资料等；在我省就业的
外省户籍人员的随迁子女，父母一方须有合法职业和
稳定住所，考生须是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
业生，并具有当地学校正式学籍，随学籍所在学校参
加报名，考生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簿，以及父母双
方身份证、户口簿、父母一方在报名所在地的居住证，
并按要求在网上进行“资格条件申报”。

为维护教育公平，坚决防止各类违规报考，我省实
行高考报名信息与普通高中学籍信息“硬挂钩”，报名
系统通过考生身份证号将网上报名信息与报名点、普通
高中学籍等信息对接，如果发现不一致的情况，将会逐
一查清。省招办将对全省考生报名信息进行汇总核验，
并与公安户籍信息对比，进一步核实考生户籍、身份、民
族等基本信息，确保准确无误。③3

□本报记者 周青莎

签了一年的房屋托管合同，本以为
不用再为找租客而浪费时间和精力，可
是连第一个月的房租都没有拿到，反而
面临更大的麻烦。近日，郑州的杨女士
向记者说起了她的遭遇。

“这套公寓离我家远，我和爱人工作
都很忙，不想为了出租房子跑来跑去，所
以当托管公司打电话说可以把房子委托
给他们代管，每个月付给我们租金1450
元，我们就签了一年的合同。”然而让杨
女士想不到的是，到了合同约定时间，却
迟迟不见托管公司付租金。

心生疑虑的杨女士到托管公司一
看，顿时慌了神，公司门口不仅有和她一
样被坑的房东，还有不少租客与前来讨
要工资的托管公司员工。

“我给托管公司交了一年的租金，现在被房东要求
搬走。”租客张先生满肚子委屈。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近几年，托管公司高收低租
之后跑路的现象在全国多地频频发生。

河南针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白永理告诉记者，
托管公司作为承租人，从房东手里以每月 1450元租到
房子，以每月 1000元租给次承租人即房客，同时跟房
东约定一个月一付钱，对租客却预收一年的房租，这
属于典型的高收低租、长收短付。这种反常租赁行为
背后，托管公司赚取的并非租金差价，而是以此积累
资金，然后挪作他用，一旦资金链断裂，往往就会关门
跑路。

面对这种情况，房东和租客应该怎么办？
白永理说，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

二十四条和第二百二十七条关于租赁合同和转租的
相关规定，如果房东与托管公司签订的是没有授予转
租权的租赁合同或托管合同，则托管公司与租客签订
的转租合同无效，即使租客交了一年的房租，房东也可
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租客搬离，租客的损失只能向
托管公司主张。如果房东与托管公司签订授予转租权
的委托托管协议或者三方协议，那房东就无权要求租
客腾房。

民法典第七百一十九条规定，承租人拖欠租金的，
次承租人可以代承租人支付其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
但是转租合同对出租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除外。次
承租人代为支付的租金和违约金，可以充抵次承租人
应当向承租人支付的租金；超出其应付的租金数额的，
可以向承租人追偿。 白永理说，上述情况的租客属于
法律概念上的次承租人，上述法律规定中除外的情形
指的是，在房东没有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的情况下，转
租合同是无效的，租客不能以代替托管公司付租金为
由要求继续履行租赁合同。

“在托管公司跑路事件中，房东和租客都是受害
者，为了防止损失扩大，房东和租客可以通过协商的方
式解决问题。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应当按照双方与
托管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要诉
诸极端或者暴力方式。托管公司是否涉嫌欺诈，有待
警方侦查和司法机关认定。”白永理提醒，对于次承租
人来说，租房之前要注意审查房屋所有权人与出租人
是否同一个主体，租金收款账户是不是房屋所有权人
本人的银行账户等关键问题，租金支付期限越短越安
全，尽量不要按年交房租。房东也要慎重委托，签订合
同时认真审查托管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必要时请专
业人士进行把关。

为避免这种事件发生，白永理认为，尽管房屋托管
属于民间经济行为，政府无权直接干预市场，但是相关
部门应当加强对托管公司的监管，出台具体规定，对这
一行业进行规范，让其有序发展。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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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伟

56 岁 以 上 人 群 网 购 同 比 增 长 超

30% ，低 线 级 城 市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长

41.66%，特色农产品成交额同比倍增，手

机电脑、生鲜食品、家用电器、个护健康

等热卖……点点今年“双 11”的河南购物

车，我们怎能不喜笑颜开呢？

消 费 是 经 济 循 环 的 终 点 也 是 新 起

点，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

拉动力。重要时间节点的消费数据，更

是经济走势的“晴雨表”。当中国连续

7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国，当 12

年 前 由 电 商 自 造 的“ 双 11”促 销 节 ，如

今 脱 胎 换 骨 为 中 国 消 费 浪 潮 的 展 示 T

台，遭遇新冠疫情的今年“双 11”，注定

非同寻常。

不管你见与不见，需求就在那里。

因疫情袭扰被抑制的消费在这个“双 11”

井喷，电商把握消费新叙事尤为关键。

以前是“能用”“实用”就行，现在要“好

用”“爱用”，当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的

消费新需求深入人心，从买便宜到买品

质，从拼价格到拼个性、拼服务，从“下周

见”到“当日达”，消费升级带来消费新

叙事。直播带货让买家得实惠，虚拟现

实技术增加用户体验，智能分拣和增开

货运车次终结快递“爆仓”与“龟速”物

流历史……今年“双 11”的销售链条，均

是围绕消费新叙事做文章，难怪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爱上网购，我省县城线上交

易激增。

经济学家指出，在一次历史性的流

行之中，对大多数人来说，叙事将成为他

们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原因所在，

这将对经济产生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风叠加疫情冲击，网络购物、在线教

育、互联网诊疗等新消费加速涌现，消费

新 场 景 不 断 拓 展 ，消 费 新 叙 事 加 速 流

行。今年“双 11”我省所展示出来的强

劲购买力，再次彰显着消费市场的巨大

潜力。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

点，锚定消费新叙事，讲好数字经济新

故事，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伟

大进程中，河南定能展现新作为、作出新

贡献。3

锚定消费新叙事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烩面、胡辣汤、
铁棍山药、信阳毛尖……“双 11”开启买
买买模式。11月 11日记者获悉，自10月
12日“豫农优品馆”在拼多多上线以来，
馆内店铺整体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195%，逍遥胡辣汤、温县铁棍山药等河
南优质特色农产品，成为拼多多平台销售
的“网红”产品。

“双 11”，拼多多百亿补贴、抢红包和
直降活动叠加，带动平台消费者分享式购

物的深度和广度产生乘数效应，“豫农优
品馆”的河南烩面、豆沫、露头青萝卜、特
色红薯粉条等特色农产品同时拼单人数
分别达几十到近千人；在“变蛋排行榜”
上，周口等地的 3家蛋类店铺，分别占据
了前三名；在“铁棍山药排行榜”上，来自
焦作的产品也以绝对优势占据了冠亚军
宝座；三全食品等入选百亿补贴名单，受
到消费者热捧。

“‘豫农优品馆’不仅让在外地的河南
人一站式购齐本地农产品，用‘家乡味’满
足‘家乡胃’，也刺激了上海、北京和广东
等地的消费者购买‘河南味道’的频次，跟
优品馆上线之前的一个月比较，20%左右
的新增潜在需求被激发出来了。”拼多多

“豫农优品馆”的相关负责人认为，“目前
河南优质特色农产品在拼多多销售还在
加速增长过程中。”

省农业农村厅市场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拓宽农产品上行渠道，擦亮“豫农
优品”品牌形象，提升河南优质特色农产
品竞争力，推动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让
更多农产品上网出村进城更为便捷、顺
畅、高效。③9

“河南味道”香飘远

□本报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孙婷婷

今年是“双11”第十二年。各头部
电商公司的促销方式越来越复杂——
与消费者玩儿着“难度越来越高”的算
术游戏。不过，随着消费者消费心理
逐渐成熟和理性，开始有商家让“双
11”的“玩法”简单、克制起来。

早在今年10月底，网易严选就明
确宣布不参与“双 11”各种“打折”游
戏，这一“宣言”也上了当天的微博热
搜。同时，较之线上狂欢，线下商场的

“双 11”玩法也回归本真——提升服
务品质，带给消费者不同于线上的购
物体验成为其发力的重点。

从 11月 1日到 9日，记者实地探
访郑州各大商圈，为读者一窥各商场
今年“双11”的“动静”。

大卫城今年 11 月恰逢 23 周年
庆，商场内活动装饰以周年店庆为主；
郑东新区永威木色购物公园内并未布
置过多“双 11”主题装饰，亮点在于推
出“在木色，11·11做最酷的事”的标
语；正弘城的“双 11”活动以各品牌门
店自有折扣为主。

中原区的万达购物中心和苏宁百
货活动力度较大，“双 11”氛围也更加
浓厚。万达推出“2020万粉盛典”，苏
宁百货主打“超级玩家”，二者强强“联
动”，开展双线购物。中原苏宁百货市
场负责人戴蓓介绍，活动期间消费者
可以享受苏宁百货满减活动和万达的
优惠券双重补贴。除此之外，中原苏
宁百货在“双 11”期间进行线下线上
联动。例如线下满额抽电视机、免费
停车，线上结合小程序，和高德跨界合
作，享受打车立减和线上0元抽汽车、
云钻兑好礼等。

有学者认为，无论线上线下，给消
费者带来真正的购物满足感应该是促
销的首要目的。线下实体店需要放大
自己的优势，注重体验性，让顾客更多
地参与其中；线上则应该利用货品丰
富、购买方便的优势，吸引更多流量。
更重要的是，线下实体店应更好地利
用线上平台的资源，“两条腿走路”，以
扩大线下实体店的销售半径，让销售
额“回血”。③5

商家不跟风打折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双 11”狂欢购
物节再度来袭，河南“单一窗口”通关速度刷
新纪录，跨境电商业务量再创新高！截至11
月11日 17时，“双11”期间（从1日算起）企
业申报单量达1171.8万单、货值13.8亿元，
分别是去年“双11”期间的1.4倍、1.3倍，再
创同期平台业务量新高。

跨境电商产业是我省的新兴优势产
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传统贸易遭
受巨大冲击的背景下，更成为我省稳外贸
的重要抓手。“双 11”期间，菜鸟、唯品会
等企业纷纷扩大业务量，对河南“单一窗
口”平台通关承载能力提出了空前的考

验。河南电子口岸公司积极行动，大力提
升河南“单一窗口”平台运营效能，积极应
对“双11”大促挑战。

据了解，河南“单一窗口”先后联合郑
州海关、数据中心、分中心、菜鸟积极开展
跨境电商系统全链路压力测试，于10月 20
日—30日进行连续压力测试，针对测试期
间出现的问题，逐一排查解决，经过9轮的
测试，河南电子口岸节点运行高效，无任何
积压现象，峰值处理速度达到 6 万单/分
钟，单日稳定处理能力达 3000万单以上，
充分满足了菜鸟等龙头企业“双 11”大促
高性能传输要求。③9

河南“单一窗口”助力
跨境电商业务再创新高

河南亮点看过来河南亮点看过来

□本报记者 赵振杰

11 月 12 日凌晨，天猫公布了自己的
“双 11”战绩：4982亿元，再次刷新“双 11”
12年来的销售纪录。

预售、付尾款、秒收货……今年“双
11”的最大变化，就是几乎各家平台都将

“双11”提前到了11月 1日，做成了长达11
天的购物季。这也让 11月 11日这个“正

日子”到来之时，“双 11”的销售数据纷纷
被刷新。

2020年天猫“双 11”全球狂欢季公布
数据显示，11月 1日 0时至 11月 11日 0时
30分，实时成交额达到了 3723亿元，超过
2019年“双 11”全天；截至 11月 11日 0时
9分，京东11.11全球热爱季累计下单金额
已经突破 2000 亿元，而京东 2019 年“双
11”累计下单金额为 2044亿元；苏宁易购
11月 1日 0时至 11日 1时，线上订单量同
比增长 72%，家电家装品类消费升级趋势
明显，65英寸以上大屏彩电增长161%，智
能小电增长 213%，智能家装增长 608%；

11月 11日 10时，小米数据中心官方统计，
小米中国区新零售全渠道总支付金额突破
100亿元，全面超越2019年小米“双11”销
售纪录。

直播、短视频、晚会等新的销售模式的
加入，也让今年“双 11”消费者更容易享受
到“买买买”的乐趣。仅“双 11”主题的晚
会数量和规模，已经赶超各电视台备战春
晚的规模。晚会的战火还蔓延至各大视频
网站，优酷、芒果 TV、爱奇艺各自选择直
播一家晚会。

晚会之后，各电视台都公布了自家的
收视率第一的消息。尽管到底谁家收视率

最高最终成谜，但这并不妨碍消费者在遥
控切换频道之间被“种草”。

不仅电视“大屏幕”争夺激烈，手机“小
屏幕”也同样如此。2020天猫“双11”全球
狂欢季数据显示，“双 11”淘宝直播累计时
长 1660 年，相当于一个人从王羲之时代

“直播”到现在。而苏宁易购则公布了直播
“种草”的效果：11月 11日凌晨 1时，1110
名超级买手直播间累计销售破亿元。③9

“双11”十二年，不断被刷新的纪录

11月 11日，尉氏县网红（右一）在该县门楼任乡寄庄王村扶贫产业园直播推销
红心萝卜。⑨3 李新义 摄

截至11月11日17时
“双11”期间（从1日算起）

企业申报单量

1171.8万单

货值

13.8亿元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今年

2019年

制图/周鸿斌

今年，天猫“双 11”为
52个未摘帽贫困县设
专区，参与天猫“双11”
的贫困县商家达到 38
万，“双11”期间，10万
农民主播、110万场助
农直播开播

●新农人参与

●天猫“双11”成交额

广东 浙江 江苏

上海 山东 北京

河南 四川 福建

湖北

●中国各省购买
金额TOP10

4982亿

11月1日至11日

文字整理/赵一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