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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见习记
者计思佳）从2009年开始，“双11”购
物节已经走过7个年头。今年“双11”
海南大牌卖家的销售额大幅增加，中小
电商成绩平平。物流成本、人才等因素
成为制约海南中小电商发展的瓶颈。

中小电商战绩平平

记者调查发现，海南的几家大型天
猫旗舰店都销量喜人，但中小电商却战
绩平平。“爱叫的肚子”是海南近两年来
做得不错的一家水果网店，老板彭先生

告诉记者，去年他们只参加了“双12”的
活动，销售额是280万元，今年“双11”
的销售额则为200万元。除此以外，该
网店去年的全年销售额为1000万元，
而今年到目前为止仅为600万元。

“一方面‘双11’主要针对的就是天
猫卖家，中小电商参加的不多，另一方面
一直受到物流、人才等各种因素的制约，
让很多中小电商难以取得好的战绩。”彭
先生告诉记者，海南的电商在产品上和云
南、广西的商家重合度高，但因为地理原
因，物流成本要高出一大截。“寄5斤水
果，用速度最快的顺丰快递，海南需要

30元，但内地的话就只要15元。”
“果不断鲜果店”的老板唐先生告

诉记者，他本来报名参加了“双11”促
销活动，但是达不到淘宝的降价要求，

“现在生鲜产品的利润本来就低，降价
太多我们会亏本。”因为发现近两年淘
宝对天猫各方面的扶持力度很大，唐先
生也想逐渐将自己的网店转成天猫店。

物流成本是最大瓶颈

截至昨天18时，淘宝网“特色中
国·海南馆”“双11”的交易额为5600万

元，而去年的交易额则为7000万元左
右，“我们预计今年交易状况和去年持
平，从数据上来看，海南仅仅是几家大型
网店在‘双11’吃到了‘甜头’”。“特色中
国·海南馆”运营总监张鑫告诉记者。

“这两年，海南馆组织了‘双12网
络冬交会’、‘热带水果季’等营销活动，
极大地促进了海南电商的发展，但海南
电商发展仍存在较大瓶颈。”张鑫告诉
记者，海南地区农产品电商企业约
2000 家，年销售额过千万的不足 15
家 。 2014 年 海 南 电 商 零 售 增 速
18.3%。

“解决之道就是要引进人才，整合物
流资源。”承办海南馆的三亚海源智联科
技有限公司经理文浩告诉记者，现在海
南的电商公司非常缺乏有丰富运营经验
的电商人才，很多公司只能招应届生自
己慢慢培养。文浩同时建议更多有实力
的海南传统企业能够“触网”，发展线上
业务，提升海南电商的整体竞争力。

张鑫告诉记者，海南馆现在也在和
各大物流公司沟通，希望和物流公司合
作建立分仓体系，合理规划物流分布
点，将中小电商过去一件件的散单集中
起来托运，以降低物流成本。

大牌卖家收获丰,中小电商战绩平

海南电商发展需破物流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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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接受银行有关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拍

卖：标的1：海口市龙昆北路国贸中心国联大厦C座【现地址：海口市
国贸路国贸大厦C座A栋】第十七层C套住房建筑面积128.083平
方米；标的2：海口市龙昆北路国贸中心国联大厦C座【现地址：海口
市国贸路国贸大厦C座A栋】第十七层D套住房建筑面积140.424
平方米；以上标的无房产证、无国土证，有法院裁定书；整体拍卖优
先；保证金：10万元/套;标的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原址现场
展示，资料备索；拍卖时间地点:2015年11月30日下午2：30时;在
成都市文武路北打铜街8号新时代广场6楼四川省拍卖行业协会拍
卖大厅;报名时间地点:2015年11月29日下午17：00时之前,有意
竞买者凭有效身份证明报名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以到账为
准，不计利息】;公司地址：成都市太升北路11号鹏宇大厦A座6
楼; 联 系 电 话 ：028- 86938801、13981899538、18982295339、
13882062994、13540303396公司网址：www.gongxinpm.com

四川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1月13日

恢复联合拍卖公告
由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海南

润丰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原定于2015年10月22日上午10时整举行的联合拍卖会（公告内容详见2015年9月
24日《海南日报》B02版联合拍卖公告、《天涯法律网》、《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椰城法律网》），因故延期，现恢复拍卖。拍卖会时间：2015年11月27日上午
10:00，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11月24日17:00止，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5年11月26日17:00止，其他事项不变，特此公告。

主拍机构：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736719 18976476929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
金融中心6层
联拍机构：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248828 13006006966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路16甲号太阳城大酒
店主楼8层
联拍机构：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523900 13976111340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
联拍机构：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511921 18976230583
联系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
天商务楼31层
联拍机构：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联系地址：海口市玉沙路19号城中城A栋4楼
联拍机构：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31650777 15008032565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9层
联拍机构：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31351111 17889841918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88号禧龙国际大
厦第七层
联拍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898-68555961 13036099114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G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
66721690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洪宝
光 实习生王娟）本月起，海口市正式启
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公示制度”，
今年年底，海口市对按比例和超比例安
置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情况进行公
示，并对其进行补贴和奖励，对既不安
排残疾人就业，又拒绝缴纳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的单位进行公示曝光。

“海口市登记在册处于就业年龄段
的残疾人约有1.1万人，其中有劳动能
力的占30%左右。今年以来，超过2/3

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都没有获得就业
机会。”今天，海口市残联就业部主任潘
文俊说，多数残疾人不能获得就业机会
主要是因为部分单位依然对残疾人存
在歧视。

一直以来，省残联等6部门明确要
求，各市县要了解用人单位用工情况，结
合岗位需求，依托社会力量建立残疾人就
业培训基地，有针对性地组织残疾人开展
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定岗培训，使残疾人
的劳动能力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建立健

全残疾人职业培训补贴与培训质量、一
次性培训后就业率相挂钩机制。

海口作为全省唯一对残疾人就业
进行公示的试点城市，本月起正式启动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公示制度”。
今年底，海口市政府残工委将对不按规
定为残疾人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企事
业单位进行公示曝光。

此外，对于有工作能力的残疾人，
海口市将落实“公示制度”促进其就
业。从海口启动公示制度试点工作起，

对于不履行义务的用人单位不能参评
先进单位，其主要负责人不能参评先进
个人。

目前，海口市相关部门正在草拟相
关政策，通过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对残疾
人就业培训基地开展的职业培训进行
补贴；对安排就业困难残疾人或超比例
安排残疾人就业，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
合同，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
位，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和一次性岗位
补贴等。

我省城乡环境卫生明显改善

全省乡镇村今年共投
5亿多整治环境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邵长春 朱运梓）
近日，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
织了对全省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的督查工
作。督查结果显示，我省城区和乡村环境卫生都有
了明显改善。

在城区方面，各市县长效管理机制和措施正
在逐步建立和落实；主次街道环境清扫保洁保持
较高水平，占道经营、小广告治理较上季度有所改
善。从综合评定情况看，海口、乐东、保亭、儋州、
琼海城区整体整治效果较好，文昌、东方、昌江整
治效果较差。

在乡村方面，海口、陵水、白沙、五指山、儋
州在原有基础上进步快，成绩突出；乐东、东方
继续保持乡村环境整治的积极态势，并且有所
创新提高，三亚乡村保洁收运采取政府采购服
务方式，效果不明显，村庄脏乱面貌没有明显改
变；昌江乡村环境卫生则反弹较大。

同时，各市县普遍将乡镇环境卫生运营经费列
入年度财政预算。据不完全统计，全省镇乡村2015
年安排开展环境整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设备采购
和农村保洁员补助等的资金5.25亿元。农村生活
垃圾清扫收运体系初步建立。

三亚“旅行运营商分会”
成立
推广“三亚阳光旅游一卡通”

本报三亚11月12日电（见习记者陈雪怡）为
便于三亚市涉“旅”新业态的交流合作和“行业自
律”工作的全面开展，三亚市旅游协会“旅行运营
商分会”今天正式成立，将为三亚旅行运营企业搭
建“资源共享、信息互通、融合创新、健康发展”的
交流平台。

据悉，三亚市旅游协会“旅行运营商分会”旨在
促进新老“旅行”服务产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融合
发展，完善三亚市旅游协会服务管理体系，切实推动
三亚旅游产业的提挡升级工作。

该分会还将对“三亚阳光旅游一卡通”项目进行
推广。据介绍，“三亚阳光旅游一卡通”项目由三亚
市旅游协会牵头打造，目的是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一
种服务于市民游客、集景区门票销售和购物休闲消
费等功能于一身的便民式旅游服务卡。目前计划于
12月18日试发行。

琼中首次向乡镇
发放消防摩托车
弥补乡镇消防力量不足问题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王丽娟）近日，在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上，琼中
首次向10个乡镇各发放一辆消防摩托车。

据介绍，消防摩托车具有速度快，操作便捷的特
点，特别是对于狭路、深巷及大型消防车辆不能通行
的场所，更具有独特灵活机动的优点，其还装有消防
水泵，以满足灭火时对水流量和工作扬程的要求，保
证火场供水不间断。

“这些消防摩托车主要是用于乡镇初起火灾扑
救，将有效弥补乡镇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琼中公
安消防大队大队长韦阳刚说。

海口启动“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公示制度”

企业不按规定履行相关义务，曝光！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陈
怡）记者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双11”
后首日，海南省邮（快）件日处理量突破
40万件，较去年同比增长约36%，邮
（快）件业务量收派比约1：4，预计旺值

将出现在17、18、19日三天。
受业务量短时间内急速高量增长

影响，海口、三亚、琼海、儋州、文昌、万
宁、陵水、东方、澄迈、乐东等10个市县

“双11”期间邮件、快件投递压力较大。

“双11”后首日快递小哥送件忙

海南快递处理量超40万件

屯昌烫伤宝宝家人拿出部分
善款继续帮助他人

爱心接力棒
依然在传递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洪宝
光 实习生王娟）屯昌县新兴镇加乐塘村
9个月大的宝宝被热水烫伤并得到4.8
万元善款。今天，孩子的父亲王伟决定
拿出部分善款资助同在医院治疗的另外
一名被烫伤男孩，让善款接力救人。

王伟告诉记者，宝宝被烫伤的事情
经《海南日报》、《海南日报》客户端等媒
体进行报道后，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
力支持，先后收到善款4.8万元，目前已
经足够解决孩子的治疗费用。

“我想拿出部分善款资助其他有需要
的人。”当女儿的治疗费用得到解决后，王
伟萌生了拿出部分善款救助他人的想法。

11月8日下午，187医院收治了一
名被烫伤的文昌男孩符理总，目前这名
男孩还在重症病房进行抢救。今年11
月8日，1岁多的符理总被电饭锅中的热
汤烫伤，烫伤面积达56%。4天来，已经
花去的3万元医疗费让以务农为生的符
理总一家陷入困境。

获知符理总与自己女儿一样的遭遇
后，王伟从收到的善款中拿出1000元，
送到了男孩父亲符河的手上，“大哥，希
望这些钱能给孩子的治疗带来帮助。”

虽然王伟捐出善款不多，但对贫困的
符理总一家来说却如雪中送炭。两家有着
相同遭遇的人紧紧握住双手，泪流满面。

爱心的接力棒依然在传递。

新闻 追踪 福橙品牌意识
深入民心

11月11日，澄迈县福山镇福橙
种植户吴敬的妻子正在拍摄刚刚采
摘下来的橙子。她将经过县农技中
心检测合格的橙子整齐地装入印有
统一的国家地理标志的纸箱。她不
但要给每一个橙子贴上合格证，而
且要给包装箱贴上“种植户吴敬+
电话号码”的标签。

“澄迈福橙”作为国家地理商标，
在产品的生产管理、质量检测、销售
方面日益规范与严格，全县所有福橙
种植户全部加入行业协会，自觉维护
福橙产品质量与品牌效应。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关注“双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