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购食品购网 天地

进口零食网购 真假难辨
“好饿啊？谁那有吃的？”“我这有

曲奇饼干，要不要来一点。”在现如今的
办公室里，类似于这样的对话屡见不
鲜。公司也乐得让工作气氛更加轻松，
这使得不少的企业都形成了一种最新
的“办公室零食”文化。来自折800发
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国内公司中大
约有41.2%的公司会为员工提供免费
的办公室零食，而在互联网公司中，这
一比例更是高达76.7%。

网购零食 进口得宠
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将零食的目标锁定在了更
为高端的进口产品上，而得益于销售渠
道价格方面的优势，进口零食在互联网
上的销售也是异常火爆。在天猫、京
东、1号店等电商网站上都有进口零食
的专题页面，折800更是专门做了一个
办公室零食专场，以此来满足用户的需
求。

一位电商负责人表示，这几年进
口零食已经成为了很多电商网站运
营的主要类目，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心
态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国内食品安全
问题频发，导致很多人担心，另一方

面则是随着大家经济水平的提高，更
多人开始追求品质生活，“物以稀为
贵”的进口零食自然成为了大家的选
择。

而折800的相关调研数据也显示，
有72%的白领明确更喜欢进口零食，仅
有15%的白领则喜欢国产零食，还有
13%的白领对进口和国产的区分感不
是非常明显，没有特定喜好。

真假难辨 这是问题
但在进口零食走红的同时，一些问

题也随之而生。据了解，虽然大多数白

领都有购买进口零食的经历，但是对于
如何甄别这些零食的真假，却往往不太
懂行。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是否属于进
口零食，并不能根据产品说明文字来
定义。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在电商上
购买进口零食时要多注意相关的标
示，一般会分为国内分装和原装进口
两种，国内分装指的零食在发货时采
用的集装箱或者其它一些形式发送，
到了国内之后才有公司进行重新包
装甚至是加工售卖，对于这种进口形
式的零食，很多情况下虽然它有外文

标识，但由于是国内重新加工售卖，
所以并不能将其定义为标准的进口
零食。

还有一种最为恶劣的是纯粹的山
寨货，就是不法厂商完全仿照进口零食
进行包装，甚至是条码都仿照，这种商
品一般都不会经过国家质检，消费者从
外包装上也很难将其辨认出来，所存在
的隐患是最大的。消费专家提醒消费
者，在电商购买进口零食的时候，需要
注意电商标示的商品产地，另外要注意
保留购物凭证，如果遇到质量问题要及
时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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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 递速

6月国产手机卖得更火

进入2014年后，国产手机厂商这
种高歌猛进的势头仍然在延续，仅今年
6月份，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就达到
3426.5万部，占到了当月手机总出货量
的80.7%，创下了新的份额纪录。“之所
以有这样的好成绩，一方面得益于智能
手机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期后在入门级
的千元机市场机会被国产厂商成功把
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运营商定制渠道
的份额向国产品牌一定程度上的倾

斜。”有市场分析师表示。
以小米为例，其今年上半年就销售

手机2611万台，增长271%，含税销售
额330亿元，增长149%。而近期华为
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终端发货数据也
显示，其半年内成功发货了智能手机
3427万台，同比增长62%。另一家国
产手机厂商中兴也在全球范围内出货
超过2800万台智能手机，数据堪称喜
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兴、华为的手机
出货量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海外完成，再

加上酷派、联想等老牌手机厂商在海外
市场的发展提速，国产品牌不仅在国内
市场的“统治”地位日渐稳固，在全球市
场的品牌影响力和份额也与日俱增。

4G有助国产机更上台阶
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国内

4G商用的不断升温，对于国产手机厂
商来说，新的机会已经到来。根据工信
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4G手机出货量达到了4039.4万部，发
展速度之快已经有点超出了预期。但

根据《2013-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行业
市场前瞻与投资机会分析报告》的预
计，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5年才会是
中国4G手机市场机会的真正爆发期。

有专家称：“预计从四季度开始，市
场上在售的主流机型都将会支持4G，
这倒不是说所用的用户也都会用4G，
但是无论是运营商的定制策略，还是终
端厂商本身的产品线更新，都会推动市
场上的主流手机从3G向4G转换。”根
据市场调研公司IHS的预计，2014年，
国内4G智能手机的出货量有望达到

7240万部的大关。“这里面国产手机厂
商肯定还是会占到大头，因为目前在千
元级的4G手机方面国产品牌表现得更
加积极主动，相比之下国际品牌厂商的
产品线调整速度则要慢上了不少，价格
下调的速度也跟不上。”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即使市场份
额创下了新的纪录，但在盈利能力上，国
产厂商仍然和国际品牌尤其是三星、苹
果等推出3000元以上的高价位手机的
厂商有一定差距。尽管如此，国产手机
还是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地盘我做主。”

本周二，小米手机4正式开卖，仅用了37秒就全部售罄，如此一机难求的行情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如今国内市场的国产手机的火爆。据
日前工信部电信研究发布的《2014年6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披露，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手机市场累积出货量为2.20亿部，其中
国产品牌手机的出货量则达到了1.68亿部，占到了总出货量的76.1%，相比2013年的72%的份额再度有所提升，在上半年上市的总共1216
款新机型中，国产品牌更是以93.3%的份额占据了绝对领先优势，似乎，国产手机一统天下的好日子来临了。

手机市场半年报 国产份额超七成

国产手机：
我的地盘

从行业本身的技术革新，到软硬嵌套的发展
模式，再到互联网企业五花八门的搅局手段……
中国彩电业正在酝酿大的变革。苏宁云商集团黑
电事业部总经理常江表示，目前彩电行业明显表
现出了大屏化、智能化、显示技术升级快、互联网
品牌崛起四大发展趋势。

彩电业四大发展趋势崛起
行业发布的最新平板电视排名显示，电视大屏

化市场格局已经展开。苏宁方面的消费者购买数据
表明，55英寸及以上大屏电视在苏宁的销售份额已
超过40%，苏宁已升级客厅电视尺寸标准，提出“55
英寸+客厅电视新标准”的前瞻性市场趋势。其中，
智能电视在2014年也逐渐成为市场主流。

从营销方面来说，电视厂商们已首战告捷。
互联网的“东风”不光吹醒了大品牌企业，还让部
分传统电视品牌看到新的希望。诸如KKTV、酷
开电视、乐视等互联网品牌也得以涌现。

苏宁8月打造“最强彩电月”
据常江透露，苏宁易购8·18五周年大促在

即，苏宁将联合三星、夏普、索尼、海信、创维、
TCL、长虹、康佳、LG、海尔等国内外主流彩电厂
商，投入巨额资源打造苏宁8月“最强彩电月”。

从8月1日开始，苏宁将开展“全城寻找老电
视”活动，投入亿元资金用于回收旧电视。目前已
经与多家具有拆解资质的专业回收公司合作，确
保旧电视回收和处理同步进行，让旧电视不再重
新进入市场流通，做到便民、利民、保护环境。此
次以旧换新活动，消费者凭旧电视换购4000元以
下新电视可抵5%至10%的价格，凭旧电视换购
4000元及以上新电视最高可抵400元。

苏宁重磅打造
“最强彩电月”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4）海中法行终字第93号

陈智森、李红玲、齐怀俭、段彦平、金婵、张春平、李春明、王家琛、王大
栋、海口文林坏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

上诉人海口市美兰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海口市市政市容管
理委员会与被上诉人陈智森、黎红梅、李红玲、段涛、齐怀俭、许显川、
段彦平、高锦华、吴秀洪、张炎柏、金婵、张春平、李春明、王家琛、王大
栋及第三人海口文林坏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城市行政管理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等公告送达合议庭通知书、行政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函
和开庭传票。本院定于2014年10月8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届时你等须依时参加诉讼，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二O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注销土地证通告
中城建（乐东）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用

证”丢失补办业务。经查，该8宗地位于乐东县尖峰镇龙沐湾B区，
土地面积分别为 28660.2962m2、27212.1008m2、6377.4297m2、
24941.3956m2、14253.328m2、24212.921m2、29478.0542m2，土地
证号为尖峰国用（2014）第03号，尖峰国用（2014）第04号，尖峰国
用（2014）第05号，尖峰国用（2014）第06号，尖峰国用（2014）第
07号，尖峰国用（2014）第08号，尖峰国用（2014）第09号，尖峰国
用（2014）第10号，现公告注销。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的，请于
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申诉，逾期我局视该土地
权益无异议，将按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办理相关土地登记手续。特
此通告。联系电话：85523278。

二O一四年七月九日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三亚市同心家园二十一期暨崖州新城市政道路工程项

目勘察招标
招标人：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
项目负责人：冯春燕
第二中标候选人：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肖长生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长勘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李社青
开标时间：2014年7月30日9:0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市行业

行政主管部门（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质疑。
招标人：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八月一日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三亚市同心家园二十一期暨崖州新城市政道路工程项

目设计招标
招标人：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华亚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邱庆福
第二中标候选人：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李建国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口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邢森
开标时间：2014年7月30日15:3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市行业

行政主管部门（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质疑。
招标人：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八月一日

中标公示
工程名称：海南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习艺楼）项目施工招标
招标人：海南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中王帝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郑玉明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西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李世志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覃庆
开标时间：2014年7月31日9:00时
此中标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若对上述公示有异议，可到市行业

行政主管部门（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质疑。
招标人：海南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

二0一四年八月一日

海南金茂源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因贵公司至今尚未缴交九所镇傲景观澜项目土地增容费，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我局决定即日

起撤销贵公司九所镇傲景观澜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乐

建规地字第 46903320100016号）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乐

建规建字第 46903320100011号）。请贵公司在本公告之日起七日

内，将上述证件原件送回我局。我局将按原项目用地评估确定的

经济指标重新核发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贵公司如果对本决定不服，自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依据

《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提起行政诉讼。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贵公司自行承担。

乐东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4年7月30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撤销九所镇傲景观澜项目规划许可决定

公 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世纪大桥拉索及锚具防腐处理项目已由海口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以海发改投资函【2013】943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为政府投资，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
开招标。招标代理为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1）
项目概况：该项目位于海口市世纪大桥，桥全长2663米，其中主桥长636.6米，跨径为
147+340+147米。建安费约848.99万元，工期120日历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上、下
锚头防腐处理、连续梁端防水罩修复及斜拉索索体结构补强（加固）、维修等。（2）招标
范围：上、下锚头防腐处理、连续梁端防水罩修复及斜拉索索体结构补强（加固）、维修
等施工（含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中所有内容）。3.投标人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和特种专业工
程专业承包资质（结构补强），业绩要求2009年1月至今至少完成一项合同额不低于
500万元(含)的桥梁维修加固工程，项目经理要求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公路工程或市
政公用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且
不得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2）投标单位须提供经当地（项目所在
地或单位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拟派担任本项目的
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档案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期内）。（3）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招
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4年8月1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
电子招投标专区下载招标文件（含清单文件、施工图纸）及控制价文件，招标文件
500元/本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招标文件售后不退。5.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
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8月25日8时30分，地点为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
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附楼开标大厅。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
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网址：www.hkcein.com）上发布。联系方式：招标人王先生66528486；招标代理
洪工68539829；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大厅66156091。

招标公告

三土环资告字[2014]15号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

府批准，现将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控规YG1-03-01地块33386.85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33357.75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土地基本情况
挂牌出让宗地为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控规YG1-03-01地块，面积33386.85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33357.75平方米）。按照三亚市

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的《关于崖州中心渔港保障性住房项目相关事宜的说明》（三住管函〔2014〕43号）及《关于三亚崖州中心渔港保障性住房项
目土地范围相关事宜的函》（三住管函〔2014〕87号）的意见，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控规YG1-03-01地块用于建设三亚市保障性住房项目，并已纳
入三亚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包含公共租赁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项目,需按保障性住房项目要求整体规划、整体开发、整体建设。其中，公共
租赁住房项目用地占该宗地总面积的36%，面积12019.26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2008.79平方米）；限价商品住房项目用地占该宗地
总面积的64%，面积21367.584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21348.96平方米）。该宗地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国标代码：R2)，1.0<容积
率≤2.0，使用年限为70年，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用地勘测定界图。市规划局出具了该宗地的规划意见，规划指标详见三规用地函〔2014〕
7号文件。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二、竞买事项
（一）竞买人资格范围：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因出让地块涉及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竞买
人资质由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初审。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
挂牌：

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
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
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二）报名参加的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
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
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
买人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6165万元整（以入账为准）。竞买人交保
证金之前应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

（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4年 8 月 1 日至 2014年 8 月29 日到
三亚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四楼办公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提交书面申请及购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文件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
买，《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4年 8 月 29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将在2014年 8 月 29 日
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三亚市房地产交易管
理所六楼土地交易市场进行。挂牌时间为：2014年 8 月 22 日09时
00分 至 2014年 9 月 1 日16时30分。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
口头报价。

（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
规定缴纳）。

（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0898-88364406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路174号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7月29日

控规编号

YG1-03-
01
合计

规划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
(国标代码：R2)

土地面积（m2）

12019.266
21367.584
33386.85

使用年
限（年）

70

规划指标 评估单价
（元/m2）
926.6
2363.9

评估价格（万元）

1113.7052
5051.0832
6164.7884

保障房项目性质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限价商品住房项目

容积率
1.0<容积
率≤2.0

建筑限高（m）

≤60
建筑密度（%）

≤20
绿地率（%）

≥35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南海深海科学与工程技术综合实验研究平台项目（暖

通工程）。2、招标人：中国科学院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筹）、中
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南海研究站（代）。3、项目概况：项目为南海深海
科学与工程技术综合实验研究平台项目暖通工程，其中科研综合楼地
下室采购、安装螺杆式冷水机组3台，冷冻水泵4台；科研综合楼采购、
安装方形横流式冷却塔3台，卧式空气处理机2台，吊顶式新风机组45
台；生物实验站采购、安装空调器21台，新风室内机141台；海洋工程实
验室采购、安装圆形管道风机8台，流式风机17台，屋顶风机3台,具体
数量请参照工程量清单。4、招标控制价：15009246.56元。5、计划工
期：180日历天。6、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具备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资质。7、报名时间：自2014年8月1日至8月5日止。8、详细
内容请登录三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tb.sanya.gov.cn）查询。9、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5093330057

2014年8月1日

中标公示
海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施工标，已于

2014年7月28日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完成

开、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西五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东金辉华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即日起3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与中

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联系，电话：0898-68556335。

海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监理标，已于

2014年7月21日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完成开、

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新世纪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口鲁班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时利和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即日起3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与中

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联系，电话：0898-68556335。

中标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