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NINGBO DAILY宁波新闻·综合/经济新闻
2017年11月1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朱 雯
责任编辑/曹爱方

2017 年“双十一”购物节的
大幕已经落下，各电商平台陆续披
露当日交易数据。与往年相比，今
年的“双十一”交易量、交易金额
同比上升。“双十一”——由中国
电商造出来的网络购物节演变成了
一场全球商业盛宴。

2017 年 11 月 12 日 0 时 0 分 ，
2017 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
的成交额在数据大屏定格：1682
亿元，全球消费者通过支付宝完成
的支付总笔数达到14.8亿笔，比去
年增长41％。

其中，从北京时间11日下午4
时开始，仅过了3小时50分，阿里
巴巴旗下全球速卖通 （国际版淘
宝，面向海外网购群体） 的支付订
单数突破 1000 万单。在科技和大
数据驱动下，“双十一”购物节这
一中国现象引发全球共振。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生产了
丰富的商品，电商平台是连接世界
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阿里巴巴
全球速卖通总经理沈涤凡认为，许
多国家的消费者可以在速卖通上享
受和中国消费者一样丰富的商品。

“电商与普通互联网公司不一样，
其所含‘商’字便与中国制造息息
相关。”沈涤凡说。

据全球速卖通工作人员介绍，
国外的买家最爱的品类是 3C 数
码、服装服饰、母婴用品、时尚美
妆、家居园艺、户外用品等。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最爱买
衣服和化妆品的前五个国家是俄罗
斯、乌克兰、波兰、白俄罗斯、以
色列；最爱买家具类商品的国家是
新加坡、以色列和俄罗斯；最爱购
买 3D 打印机、无人机、VR 眼镜
等电子产品的国家是俄罗斯、土耳
其、以色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健表
示，中国电商平台全球化的布局正
一步步深入。全球买、全球卖这种
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流动能更大程度
激活和唤醒全球消费市场，对全球
零售业是非常大的利好，也为中国
制造提供更多机会。

与此同时，大批国际品牌也瞄
准“双十一”，因为中国市场在全
球市场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中国经
济稳定带来的消费能力也让全球商
家眼红。根据此前阿里巴巴公布的
数据，全世界超过 14 万品牌投入
1500 万 种 货 品 参 与 天 猫 “ 双 十
一”的全球狂欢。

从奢侈品到日常用品，从服装
到食品，从北欧冰原到地中海阳
光，中国电商炮制的“双十一”业
已成为各类海外品牌在中国市场的

“T台秀”。
法 国 护 肤 品 牌 萃 植 美

（DMP） 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国
外品牌来说，“双十一”的巨大成
功影响到它们。该公司在一个月前
就开展了一系列导购造势。“双十

一”对企业的销售业绩增长有很大
影响，从线上来说，业绩可以增长
5倍至 10倍。“DMP团队乐意以更
多精力来准备，并有意调整品牌的
营销策略以契合‘双十一’的活
动。”这位负责人说。

泰国 Napattiga 董事长韩智康
说：“中国市场很大，电商这一渠
道让我们的产品有机会直接与中国
消费者见面，这比我们常用的传统
贸易形式更有效，中间费用也相对
低。”他认为，通过“双十一”的
国际化，中国在与全世界分享自己
的发展机会。

从“独乐乐”到“众乐乐”，
“双十一”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经济
和中国市场的影响力提高而在全世
界走红。在全球商业市场并不景气

的情况下，“双十一”这个“中国
制造”的商业盛宴已成为全球商业
市场难得的购物狂欢。

沈涤凡表示，对于不少国外消
费者来说，中国商品的质优价廉让
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和消费；而对
不少国外公司来说，中国市场的巨
大潜力如超级磁场。现在，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商家可以通过
中国的电商平台买遍全球、卖遍全
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雪军
表示，“双十一”让越来越多的外
国企业参与进来，国外电商平台也
越来越看重这个“节日”。而这样
的交流，已不单单是贸易交流，还
有资本、文化的交流。

（据新华社）

“双十一”：

一场中国电商造出来的全球商业盛宴

11月12日清晨，在山东省潍坊市一家快递公司分拣中心，工作人员在分拣货件。
“双十一”过后，各地电商快递迎来物流高峰。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显示，今年的“双十一”依然保持消费旺

势，出现国内国际联动、城市农村互动的局面，快递业在“双十一”面临业务量和服务质量两方面的巨大考
验。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俞永均 通讯
员李一 葛春雷） 近日，2017 年
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作研讨会在
宁波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举行。
会上，“中欧班列冷链物流”“两
岸食品一日配送”“两岸海产品贸
易与冷链物流合作”等项目签约。

近年来，我市在冷链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市场主体培育及服
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
步。笔者从该研讨会上获悉，到
2018 年年底，全市冷库库容将达
到 50万吨，届时将形成以宁波港
冷链物流中心、梅山保税港区物

流中心为核心，招商局物流中
心、国际空港物流园、宁南贸易
物流园区等多极发展的长三角重
要进出口冷链物流集散地。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规划研究院、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管委会、台湾中华两岸
企业发展联合会和台湾冷链协会
共同举办，聚焦两岸冷链物流发
展热点和“一带一路”建设机
遇，有效促进两岸产业资源对
接，同时进一步深化两岸食品加
工、电子商务、金融等相关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

宁波打造长三角冷链物流集散地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施斌 法贵） 近日，我市某进出
口企业出口退税案件进入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程序，市国税部
门的法律顾问认为案件中存在证
据矛盾问题，不同意税务执法部
门拟作出的“不予退税”处理，
在找到确切证据前建议“疑罪从
无”。

这样的场景渐渐成为常态。
如今，在国税部门需要对企业作
出重大执法决定前，会安排两名
具有法律资格的税务人员共同担
当“法制审核员”，对案件内容和
执法程序进行“双岗”审核，确
保对企业作出合法、合理处理。

自年初我市被国务院确定为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
地区以来，市国税部门加速推进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点
及推广。

目前，市国税局已建立 7 大
类 13个涉税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事项清单，并制定执法权限细
分事项，明确各部门法审内容。
同时，聘任法律顾问 29名，建立
法制审核成员库。此外，开发应
用嵌入式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系统，在智能审查后出具 《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审核
过程实现程序化、规范化、可留
痕。

市国税部门全面试行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前天，海曙区横街镇
举办的 2017 秋季自行车
爬坡赛吸引了来自全市各
地 的 200 名 自 行 车 爱 好
者。大家骑行山林，以赛
会友，体验运动休闲之
乐。

（张正伟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沈之
莹 通讯员应伟健） 记者昨日从公
安部门获悉，经过 4个多月的缜密
侦查，奉化警方于近日开展集中收
网行动，破获了公安部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第五
批挂牌督办的“宁波市系列办理信
用卡诈骗案件”，成功摧毁了一条
以办理信用卡为名进行重特大诈骗
的黑色产业链。此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44人，涉案价值200余万元，同
时侦破案件100余起。

今年2月24日，奉化莼湖人阎
某在家上网时，突然接收到一个大
额度信用卡办理的广告。因为进货
急需用钱，他没有多想就点了进
去。一看能申领额度为 20 万元的

某银行信用卡，且十天内就能到
手，阎某很心动，便在这个网站上
如实填写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
号、联系电话等一系列个人信息。

之后的“套路”都很熟悉了：先
是有“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要求制
卡费用；卡到阎某手中后，又来电要
求保证金、激活费。“唯一的新变化
就是骗子让受害人扫了二维码，可
以看到所谓的‘信用卡申请进度查
询’，只有各种交钱，进度才能加
快。”民警说，阎某在被骗10.84万元
后才醒悟过来，马上跑到相关银行
去查询，发现信用卡是假的。

奉化警方成立专案组，通过大
数据解析、云计算侦查后，一条通
过假信用卡办理网站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贩卖公民个人信息、制
作假信用卡的信用卡诈骗产业链浮
出水面。5月19日，该案件被公安
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经过深入侦查，专案组发现该
类型的假信用卡诈骗案件存在显著
的地域性及家族性特点。窝点所在
地集中在武汉、孝感两地。在孝感
地区实施话务诈骗的团伙规模相对
较小，以家庭作坊的形式为主；在
武汉地区实施话务诈骗的团伙规模
相对较大，构成人员也相对复杂。

专案组经过研讨，确定了分批
次地对整条诈骗产业链进行打击的
策略方针。4月14日，专案组先期
在武汉、孝感两地抓获以田某为首
的话务诈骗团伙、POS机套现团伙

成员，共 11 人。6 月 28 日，专案
组又在两地抓获以施某、赵某等为
首的话务诈骗团伙及贩卖公民个人
信息团伙成员，共 18 人。7 月 20
日，专案组再次抓获以朱某为首的
制售假卡团伙，以及以刘某、胡某
等人为首的话务诈骗团伙成员，共
14 人。8 月 6 日，专案组赴北京抓
获从事制作假信用卡查询网站及办
理假信用卡网站人员的赵某。

至此，公安部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第五批挂
牌督办的“宁波市系列办理信用卡
诈骗案件”成功告破。警方也借此
提醒广大市民，办理信用卡一定要
通过正规的银行渠道，否则各种延
伸诈骗会接踵而至。

办信用卡一定要通过正规的银行渠道
奉化警方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信用卡诈骗案

昨天，游客在满目金黄的银杏
树下拍照，乐享醉人美景。深秋时
节，鄞州区章水镇茅镬村满山遍野
的古树层林尽染，色彩斑斓，构成
一幅优美的风光画卷。

（周建平 摄）

秋染山村
游人醉

本报讯 （记者王博 通讯员
陈冠海 王斌） 前不久，镇海区
澥浦镇社区服刑人员老郭的西餐
厅开门营业。镇海区司法局、澥
浦司法所工作人员和几名社区服
刑人员送来祝福，为老郭的餐厅
捧场。

在被法院判处管制之前，老
郭只会做几道简单的西餐，如
今，披萨、沙拉、牛排样样精
通，让人赞不绝口。“多亏了司法
所安排的厨师技能培训，让我拥
抱了新生活。”老郭说。

三年前，为破解社区矫正难
题，镇海区司法局在澥浦镇成人
教育学校创新设立了全市首个

“学院式”社区矫正教育基地，通
过课堂教育、专题报告等多种形
式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开展思想
教育。今年，推出了“学院式”
社区矫正教育“2.0 版”，将学习

培训作为劳动的一种形式，注重
寓教于劳，劳教结合。

“职业技能培训既立足于刑罚
执行，又立足于教育改造；既认
真考虑服刑人员对个人职业发展
的希望，又关注社会需求。”镇海
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社区矫
正教育“2.0版”就是把矫正变成
学校，把刑期变成学期，增强了
社区服刑人员谋生的基本职业技
能素质。最近，镇海区司法局正
在调研社区服刑人员的学习兴趣
和社会需求，打算建立一个开放
式“菜单化”授课模式，让服刑
人员自主“点菜”，灵活选择电
焊、水暖、花艺、电子商务等实
用课程，同时采用“双证化”结
业模式，让服刑人员在矫正期届
满时拿到“解矫证明”和相关技
能证书，使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
社会。

把矫正变成学校，把刑期变成学期

镇海社区矫正再出新招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王
宝娥 严云霞）“让爱驻我家”益起
陪伴关爱计生特殊家庭、“希望相
伴”益起关爱残障人士、“姻缘一线
牵”益起汇聚爱的力量……几天
前，鄞州区白鹤街道的 9家爱心企
业与10个社会组织结对认领了10
个公益项目，服务对象涉及老龄、
青少年、残障人士等辖区有需要的
群体，募集资金60余万元。

这已不是白鹤街道爱心企业
和社会组织的第一次“握手”。早在
两年前，白鹤街道以承担市委组织
部试点工作为契机，成立了一个集
阵地、资金、活动于一体的两新组
织服务联盟，引导社会组织出团
队、出项目，爱心企业出资金、出人
力，依靠党建引领、公益互助的模
式，在两新组织里架起“红色桥
梁”。

“我们搭建这一服务联盟，就
是希望促进爱心企业、社会组

织、公益项目三方的顺利对接，
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白鹤街道
负责人表示，目前该联盟已吸引
了近 8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
组织参与，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带
动效应。

在喜憨儿阳光工坊，“五色助
残”公益伙伴队伍为辖区内外的残
障人士提供全天的托管服务，定期
开展康复理疗、手工劳动、绘画音
乐和游戏活动等课程；在紫鹃社
区，“小棉袄”爱心屋的志愿者结对
街道 42 户共 71 位特殊老人，提供
儿女式服务；在黄鹂社区，“中央厨
房”的专业厨师团队一年四季为老
人提供低价美味的养生菜品，并提
供送菜上门的服务……

据悉，该服务联盟首批签约的
11 个公益项目，已经全部顺利完
成，“银发交管”交通引导、“留下美
好瞬间”公益摄影等多个项目广受
社区居民和爱心企业的好评。

“握指成拳”做公益

白鹤街道：两新组织“益”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