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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罗
霞 见习记者计思佳）又是一年“双十
一”。今天，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纷纷
推出大型购物促销活动，吸引了众多消
费者前来血拼，其中海南不少热带农产
品、特产等在网上热销，销量大幅度提
升。与此同时，海南一些百货店、专卖
店等实体店也纷纷推出“双十一”促销
活动，取得不小战果。

在这场全民狂欢的节日中，海南的
“淘宝战绩”同样再创新高。今天，记者
从阿里公司了解到，截至11日14点，海

南淘宝的交易额为3.4亿元，已超过去
年海南“双十一”全天的消费额。截至
23时，海南淘宝的交易额为4.7亿元。

去年网络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南
国食品，是我省企业利用电商平台销售
产品中的佼佼者。在此次“双十一”活
动中，南国食品作为天猫“双十一”活动
主会场企业，推出了5折优惠促销等活
动，旗下椰子粉等系列产品广受消费者
欢迎。截至下午3点，南国食品在天猫
上的销售额已超300万元，比去年“双
十一”活动时增长1倍，比平时增长约3

倍。从今天凌晨一、两点开始，南国食
品相关工作人员便一直忙着打包寄运
网购订单产品。

“对于不少商家来说，在‘双十一’
推出力度很大的促销活动，本身并不赚
钱、甚至亏本，更多的是为了进行品牌
推广。”南国食品电商负责人徐国华认
为，海南企业可多利用电商平台，进行
品牌推广、产品销售等。

同样销售海南特产小吃的春光食品
双十一期间同样战绩喜人，“截至下午18
时，我们的销售额已经突破70万元，比

去年双十一的35万元已经翻了一番。”
春光食品公司经理王先生告诉记者。

在“双十一”电商购物节里，不少实体
店积极推出促销活动。海口东方广场11
月7日至11日推出相当于5折销售的“双
十一”购物促销活动，部分知名服装品牌
全场2—5折销售。为增强服务性，该商
场还推出免费享用花茶、免费保养皮具、
免费送货上门、免费熨烫衣裤等活动。从
销售情况看，东方广场活动期间销售额约
为平时的近5倍，销量大幅增长。

“在与电商竞争的过程中，实体店

销售受到一定影响，不过随着实体店产
品促销力度的明显加大以及在服务、产
品品质等方面的优势，实体店依旧受到
不少消费者的欢迎。”海口东方广场有
关负责人表示。

实现线上、线下融合，采用O2O模
式销售产品的苏宁电器，在此次“双十
一”大战中收获不小。“双十一”，海南苏
宁线上、线下的双线销售额同比增长
263%，其中线上增长163.06%。线下
增长99.94%，以彩电、空调、冰洗和手
机增长最为明显。

海口港与马来西亚巴生港
正式缔结为友好港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见习记者操文）11月11
日上午，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与马来西亚巴
生港务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正式缔结为友好
港。这是海口市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首个签约的“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际友好港。

据了解，巴生港位于马六甲海峡，是马来西亚最大
的港口，是远东至欧洲贸易航线的主要停靠港之一。
目前，巴生港已与我国的宁波、上海、天津、福州、厦门、
广州七大港口签署备忘录，缔结友好港。海口港为“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也是北部湾港口群的枢纽
港，2014年集装箱吞吐量136万标箱。

根据备忘录协定，巴生港与海口港将在港口研究、
员工培训、信息交流、技术协助和双方运输往来、提升
服务水平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
同繁荣发展。

据介绍，此次海口港与巴生港缔结友好港，是在我
国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海口积极打造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迈出的重要一步。

海南3小伙辞职开水果网店

与果农携手
闯电商“蓝海”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陈
怡）时钟指向11日零点零分那一刻，
很多电商客服前屏幕闪烁的都是万马
奔腾的场面。据了解，菠萝蜜、金桔等
海南特色水果今年受到追捧，销量远
超预计。

上午10点半，在海南水果电商三
只青蛙位于琼山区凤翔东路桂林社区
下坎西村三排塘巷125号的仓库里，
一批批刚刚从文昌市蓬莱镇果园摘下
的菠萝蜜果正在打包，准备发往全国。

海口三只青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
伙人之一的陈传龙说：“截至目前，店铺
前10个小时的总销售额达到10万元，预
计全天可以达到50万元。其中，主打产
品菠萝蜜果的销量占到总量的8成，约2
万多斤，预计全天销量达到9万斤。”

作为三只青蛙的菠萝蜜果供应
商，文昌市蓬莱镇大杨管理区马坡村
村民、果农黄良锐自家种植的3000多
株菠萝蜜树产出的大果在双十一零点
开抢后3小时内售罄，销量共计1.4万
斤，一日入账约2万元。

2015年5月，当了7年老师的陈传
龙和两位好哥们一起辞职下海经营起
水果网店，销售菠萝蜜、芒果、火龙果、
金桔等海南特色水果。彼时，海南水果
电商激烈的竞争使得水果电商的经营
利润下降了近一半，进入微利时代。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
血路，陈传龙3兄弟选择把店铺开到天
猫商城。在缴纳10多万元的保证金后，
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品牌“三只青蛙”。

运作上，“三只青蛙”销售四季都
可以挂果的海南特色水果菠萝蜜、木
瓜、金桔等品种，坚持原产地采购，精
选水果保证品质，并通过与果园建立
长期合作以降低采购成本。

关于G98环岛高速K16+120汽车天桥应急抢险工程

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98环岛高速K16+120汽车天桥应急抢险工程进行开

工建设的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根
据施工要求，需对G98环岛高速公路K16+120汽车天桥按阶段
进行如下交通管制：

2015年11月20日至2015年11月28日，采取左幅封闭施工
右幅双向通行的交通管制；2015年11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
日，采取右幅封闭施工左幅双向通行的交通管制；由于天桥右幅换
板施工，施工期间天桥全幅封闭，通行车辆绕行新坡互通行驶。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
按交通管理安全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
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5年11月11日

海南省档案馆闭馆通告
海南省档案馆因搬迁新馆（新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

府路59号原省政府大门旁），自2015年11月13日至2016
年2月28日闭馆。闭馆期间，海南省档案馆暂停档案的查阅
利用及接待工作，如有特殊紧急需求必须查阅档案者，可与
海南省档案馆电话预约申请。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联 系 人：邵永洪
联系电话：0898-65379786；13876370690
联 系 人：吴南江
联系电话：0898-65301972；13518889185
特此通告

海南省档案馆
2015年11月11日

声 明
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是经海南省民政厅批准登记注册的

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的社团组织。经海口市政府审批，海口市
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1月12日颁发的《海口市国有（2015）第
000511号》文，已经明确位于海口市府城文庄路四号的土地
使用权人为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土地用途为建设海南王氏
大宗祠。我会为重建海南王氏大宗祠，将拆除上述地块上任
何建筑。未提供登记手续的“海南王氏大宗祠管理委员会”于
10月27日在报上刊登的声明称 ：“海南王氏大宗祠管理委员
会是文物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不能随意拆毁”等一些说法没有
依据，我会不予认可。如该声明阻碍我会对相关土地使用权
的正常行使，我会将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海南省王居正研究会
2015年11月11日

赠报告示
为了答谢广大无偿献血者对无偿献血事业的支持和参

与，我中心特向2015年10月31日前献血总量达37200毫
升（含机采成分血、全血）或者捐献全血达9800毫升以上的
献血者赠送2016年全年《海南日报》一份。请符合条件的
献血者于2015年11月30日前与我中心联系，落实准确投
报地址。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68662613，68639953。
传 真：68639953。

海南省血液中心
2015年11月12日

通信电缆拆除公告
海口市堤防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南渡江新坡段防洪堤巡

查时发现有通信电缆违章埋设在防洪堤上，并造成了部分路缘
石发生偏移和倾斜。通信电缆埋设位置为新坡镇梁陈村渡口
至沃坡村段南渡江防洪堤，通信电缆标识桩上标注的桩号为6
至2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海口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南渡江防洪堤管理的通告》规定，防洪堤作为主要的防
洪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未经批准私自在防洪堤埋设相
关设施。请该通信电缆业主单位或管理单位及时拆除通信电
缆并按原状恢复防洪堤原貌，现登报予以公告，如果自见报日
起10天内尚未拆除，我中心将自行处理，后果由埋设通信电缆
业主单位负责。

海口市堤防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015年11月12日

《海口市旧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K01-K10地块及局部路网控规修改公示启事

为推进（原）省机关海府大院规划改造，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我局
正按程序开展《海口市旧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K01-K10地块及局
部路网规划修改。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
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11月12日至12
月23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www.hkup.gov.cn）。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
南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93，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11月12日

抢鲜读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今
日

(H03)

(H04)

(H10)

银行盈利103亿 证券融资194亿 保费收入86亿

海南金融业前三季平稳增长 (H01)
海南省农信社前三季盈利11亿元同比增13%

三亚地税：到点不下班 延时办税暖人心
“金三”上线未满月便受理业务13万宗，入库7.75亿元

海南股交中心海口高新区分中心揭牌
首批16家企业挂牌

海南企业抢金“双十一”

线上拼价格 线下比服务

陈传龙正对新鲜菠萝蜜进行装箱。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11月11日，海口府城申通快递公司工
作人员分拣快件。当日，国内多家电子商务网
站集中开展“双十一”促销活动，让物流快递业
务量猛增。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11月10日晚，海口的一些网民守在电
脑前等待双“十一”购物节的来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血拼血拼血拼血拼
“双十一”
截至当晚23时，海南淘宝

交易额达4.7亿元

海口品牌会展活动
不断涌现
前10月举办大型会展169场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张中宝 通讯员陈建
丽）今年以来，海口市大型展会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举
办，呈现“你方唱罢我登场”之火热局面，品牌展会影响
不断扩大，展会质量和规模不断提升。截至今年10月，
海口市已举办各类大型会展活动169场，海口会展业呈
现出迅猛发展势头。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安排表上，今年内的会展预
定已排满档期，几乎每天都有展会在这里举行。2015
海南金融博览会暨国际旅游岛金融发展论坛、2015中
国国际造纸和装备博览会暨全国纸张订货交易会、
2015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2015年中国（海南）国
际海洋产业博览会、2015海南国际海洋旅游博览会等
一个个展会将在本月陆续举办。

海口市会展局局长吴家宏说，海口一直以来都注
重优势产业的展会引进，通过创新机制、培育主体、打
造品牌、优化环境、强化保障，以展会服务产业，立足展
会平台，发挥展会的带动效益，为优势产业服务。这些
大型会展活动的引进并相继举办，充分发挥了品牌会
展在国内外会展业的示范和带动效应，从而“以展引展
引会”、“以会引会引展”，不仅提高了海口市的城市影
响力，对海口酒店、餐饮、旅游、免税品销售、交通、通信
等行业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拉动作用。

据介绍，今年海口还在筹办2015中国（海南）海上
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博览会、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中
国互联网投资大会以及2015年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推
广周等重大会展活动。

《降香黄檀（海南黄花梨）心材鉴定规
程》发布

海南黄花梨鉴定
有了科学标准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周月光）日前，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降香黄檀（海南黄花梨）心材
鉴定规程》（以下简称《鉴定规程》），结束海南黄花梨鉴
定没有科学标准的历史。

依照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的海南省2014年第
八批地方标准制定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由省林业厅
提出并归口，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
所、海南省海南黄花梨博物馆、海南黄花梨收藏协会共
同承担《鉴定规程》地方标准编写任务。经过数十次专
家会议讨论，根据数百件海南黄花梨样品检测报告，历
时近两年编制《鉴定规程》，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作为海南省地方标准发布并于2015年10月1日实施。

《鉴定规程》编制严谨、科学，不仅公布了海南黄花梨
的化学分析数据和密度检测数值与弦切面、径切面、模切
面的纹理特征，还形象描述降香黄檀的香气特点、触摸感
觉、色彩表现、材质稳定性等，以及视觉与嗅觉方面的特
征，为准确鉴定海南黄花梨提出了科学依据和科学方法。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有关负责人说，《鉴定规程》填
补了我省对单一珍稀树种的鉴定标准的空白，将规范
促进海南黄花梨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万城11月 11日电（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

“从没想过能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今
天晚上，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北京市
水立方为天猫“双11”举行远程开市敲
钟仪式，来自万宁市北大镇六角岭村的
乡村教师盘学秀成为敲钟代表之一。
从偏远苗村到首都北京，从默默无闻的
三尺讲台到全球瞩目的开市敲钟仪式，
盘学秀说：我要给孩子们讲讲外面的世
界。

这是56岁的盘学秀第一次出岛。
扎根苗村六角岭村35年，坚持用苗话、
海南话、普通话三种语言教学，从青葱
年少到天命之年，盘学秀担负着苗村孩
子的语言启蒙，为他们的成长打下基
础。容颜被岁月刻上了皱纹，不变的却

是甘于奉献的坚守，盘学秀的事迹引来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的关注，并被邀
请担任今晚天猫“双11”举行远程开市
敲钟仪式的敲钟代表之一。

“从没想过能去北京，参加这么大
的活动。”从上世纪80年代起，盘学秀
就任教于六角岭教学点。这是一所小
得不能再小的学校——整个学校只有
一年级9个学生，十多年前由扶贫办捐
建的两层教学楼，只剩一个教室和一个
办公室仍在使用。办公室里，几张课桌
拼起来再搭上一块木板，就是盘学秀和
其他两位教师的办公桌。一直以来，闭
塞的苗村习惯用苗语交流，孩子们对海
南话难以理解，普通话更是听不明白，
语言成了教育中最大的障碍。作为村
里寥寥可数的“读书人”，盘学秀主动担

起了教学的重担。
“翻译+老师”，盘学秀上课总是先

用苗语翻译，再教孩子们读海南话和
普通话，教起课来，比普通教学多费
两三倍的功夫。长年积累，盘学秀钻
研出一种生动的“近音教与学”的教
学方式，学生们只要听了盘学秀的教
课，从苗话的近音中就能分辨出海南
话和普通话的内涵。“每当中心学校
的老师们夸赞六角岭苗村的孩子普
通话过关，交流没问题，就是我最开
心的时候。”盘学秀说，能够通过自己
的教学实现孩子们语言的过渡，就是
最大的成就。

盘学秀的感人事迹经过《海南日
报》、《南国都市报》等媒体报道后，引来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的关注，9月24

日，盘学秀获得“天天正能量”奖励。
今晚的开市敲钟仪式上，阿里公

益特别邀请到了多位“天天正能量”奖
的获得者担任仪式敲钟代表，坚守苗
村小学35年的盘学秀就在其中。“我
太普通了，只是众多乡村教师中的普
通一员。”采访中，盘学秀总是强调自
己的普通。在得知自己获邀参加敲钟
仪式时，他和妻子两人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再三确认后，盘学秀开始
为北京之旅做准备，到万宁市区买了
人生的第一套西装。

在偌大的水立方，从未见过如此大
场面的盘学秀有些紧张，没来得及和记
者描述激动的心情，他只是匆匆地告诉
记者，“我迫不及待想和孩子们分享，分
享外面的世界。”

天猫“双11”开市，万宁乡村教师盘学秀成为敲钟代表之一

海南正能量水立方敲响开市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