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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人线下消费力
排名全国第17位

本报讯（记者 成燕）在天猫“双 11”线
上消费火热的同时，线下消费热情也被激情
点燃。今年天猫“双 11”，由“饿了么”“口
碑”合并成立的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首次
参与进来，线下的吃喝玩乐生活场景也开启
了“双 11”抢购模式。昨日，口碑APP的实
时数据显示，截至当天 17时，全国用户在
口碑APP里点单、购买吃喝玩乐套餐的交
易笔数超过1000万笔。其中，口碑APP点
单的交易笔数相较于日常增长超2倍。

从口碑APP统计的消费金额来看，全
国范围内，线下“双 11”消费力前十的城市
分别是：上海、杭州、广州、深圳、北京、南
京、武汉、青岛、合肥、苏州。郑州在全国排
名第十七。从购买商品数量上看，郑州市
民在线下消费最多的是美食，其次是美容、
按摩等休闲娱乐项目。

根据口碑平台的流量和交易数据推测，
“双 11”当天，郑州线下商家的客流和交易
量和日常周末相比，至少高出 15%左右。
这意味着，“双 11”已经成线上和线下消费

的集体狂欢。而随着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的提高，郑州市民愿意把更多钱投资在享受
型消费上，让自己的生活更舒适、更有品质。

昨日，众多消费者纷纷扫码、抢秒杀套
餐，进店消费。在口碑APP上，肯德基、必
胜客、香港满记甜品、西贝莜面村等成为郑
州市民最喜欢抢购的品牌。按照购买笔数
排名，肯德基的劲爆藤椒过瘾特惠餐、必胜
客的“双 11”专享套餐、西贝的招牌烤羊肉
串成为郑州市民最受欢迎的单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双11”，手机点单
也在郑州呈现出爆发的势头。11月 1日至
11日，口碑 APP的点单交易笔数增长超 2
倍。郑州市民在“双11”展现了强大的购买
力。口碑APP的交易数据显示，在用户抢
购的套餐中，美食套餐仍旧是成交笔数最高
的类目。今年前 10个月，全国用户外出就
餐笔数对比 2017同期增长了 17%。按照
次数排名，最喜欢外出就餐的前十城市依次
为：上海、杭州、武汉、南京、济南、福州、深
圳、北京、合肥、广州，郑州排名第十三。

本报讯（记者 张倩）“双 11”已经走到
了第 10个年头。10年来，“双 11”越来越
深入地改变着消费者的生活。昨日，据电
商平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天猫“双11”用
时 1小时 47分 26秒，交易额就突破 1000
亿元，用时 15 时 49 分，交易额突破 1682
亿元，超过去年全天；11月 1日 0时至 11
月 10日 22时 56分京东“双 11”累计下单
金额破千亿，至 11日 14时达 1354亿……
线上交易屡创纪录。

就我省而言，随着我省在电商、物流
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河南消费力在国内
各电商平台上也刮起了一股强劲“扫货”
旋风，网上消费力居全国前十。

据天猫发布的 2018 年“双 11”全国
区域消费力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1日 14
时 36 分 23 秒, 河南成交额超越 2017 年

当地“双 11”全天成交额，截至 12：00，河
南的成交额是 62.9 亿，消费力攀升至全
国第 8 位。同时，据菜鸟发布“双 11”包
裹签收量排行榜显示，截至 11日 10：00，
全国 311 个城市已收到今年“双 11”包
裹，郑州市的包裹签收量已是位列全国
第 9位。

无独有偶，我省在京东消费力也不容
小觑。据京东大数据显示，2018 年京东

“双 11”期间，河南累计消费金额全国排名
第9位。郑州、许昌、洛阳、南阳、信阳成我
省消费实力最强城市。

然而，如今的“双 11”已不再是电商的
“独宠”，线下各门店、购物中心也纷纷加
入“双11”之战，寻求新的销售增量。

昨日，我市大卫城、万达广场、中大门
国际购物中心、空港跨境购物中心等大型

商圈客流爆满。不少商场推出“线上价
格、线下体验”，全馆商品线上线下同价等
促销活动，来提升消费体验度，不断挖掘
消费潜力。

昨日下午 3时，位于中大门国际购物
中心内网易考拉自提馆里热闹非凡。因
线下促销活动与线上一致，而且可以现场
提货，场馆内不少母婴用品、美妆产品被
抢购一空，收银台前更是排起了“长龙”。

“之前在网上已经看好了商品，我今天直
接到线下店里取货，这样省去了等快递时
间。”市民小刘告诉记者，互联网消费时代
下，线上线下的融通让消费者购物有了更
多选择，线上可以提前了解商品折扣信
息，线下取货可以提高购物的服务感，这
样的消费感觉很好。

“今年‘双 11’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

除了小红书、聚美优品、网易考拉等电商
保税仓内打包、发货十分忙碌外，线下体
验馆内更是异常热闹，客流量将往日增加
近 10倍以上。”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我省独创的跨境商品

“O2O”自提模式，消费者立等片刻就能取
走自己心仪的商品，线下直购进口商品将
是消费市场一片新蓝海。

不仅是购物，叫个外卖、下馆子吃
饭、出门旅游也能参与到“双 11”活动中
来。昨日，我市不少商场餐饮区“双 11”
活动宣传语随处可见。“吃个火锅，还能
享受到‘双 11’专属的五折优惠，真的让
人很兴奋。”小萌告诉记者，除了网上购
物，如今在外逛街也能享受“双 11”带来
的无限乐趣，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

“双 11”真的是无处不在。

线上销量猛增 线下战火蔓延

“双11”第十年覆盖全方位场景

煤矿安全科技进河南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赵安童）由国家煤矿安全

监察局主办、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协办的“煤矿安全科技进
河南”活动近期在我省举行。这次活动将搭建科研院所与河
南煤矿企业合作交流平台，推广应用煤矿安全生产先进适用
技术装备，提升河南煤矿重大灾害防治水平。

据河南煤矿安监局负责人介绍，河南现有各类煤矿
285 处、核定生产能力 1.73 亿吨/年，其中，生产矿井 172
处、建设矿井 22处、停工停产矿井 91处，2017年生产原煤
1.06亿吨，位居全国第八位。但我省煤矿开采条件复杂，存
在瓦斯、水、冲击地压、煤尘等多种灾害因素，矿井平均采深
600米，最大采深达1200米。

复杂的开采条件决定了河南必须依靠科技、依靠先进
适用技术才能实现煤矿安全高效开采。相关负责人表示，
正是针对河南省煤矿安全生产特点和需求，着眼于解决重
大灾害和典型问题，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才有针对性地邀
请国内相关的专家和科研团队，开展了这次“煤矿安全科技
进河南”活动。

这次“煤矿安全科技进河南”活动具体有专家讲座、科
技成果及先进适用技术展示等多种形式。期间，专家组还
将分赴平煤集团十二矿、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焦煤公司赵固
二矿和鹤煤公司三矿、郑煤集团超化矿进行现场指导、技术
交流，为我省煤矿企业“传经送宝”。

塑造美丽城市形象
推进城乡环境治理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张光美）昨日，惠济区迎宾路
街道办事处城管中心联合区直机关“千名干部下一线”下沉人
员，区直局、委、办工作人员，各村（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清洁家
园”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

活动前对此次活动进行了任务分工，明确参加人员区域职
责，活动以全面改善城乡接合部周边环境卫生，改善居民生活
环境为目标，重点整治西黄流村、青寨村等村居民聚居区周边
的环境卫生，街道其他村（社区）同时开展整治活动。

本次卫生综合整治行动，街道共出动工作人员280余人，环
卫工160余人，出动各类环卫车辆60余台，发动群众200余人，
共清理道路 18条，清运垃圾 30车，覆盖防尘网 500余平方米，
清理墙体及背街小巷等部位的违法小广告 230余处，清理绿化
带内垃圾60余处。

街道负责人表示，此次“清洁家园”行动，目的在于让大家
体验到清洁家园的意义，把环保、卫生理念带进生活，让和谐充
满我们的美好家园。下一步，迎宾路办事处将继续加强对辖区
城乡接合部环境卫生巡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跟踪核
查，力推城乡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出实效，使城乡接合部和城市
中心区域一样环境优美，美丽宜人。

“中原技能大奖”开始选拔
计划评选表彰10位“金蓝领”

本报讯（记者 王红）昨日，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第四届
中原技能大奖启动选拔，全省
计划评选表彰10位优秀“金蓝
领”授予“中原技能大奖”。

据介绍，为表彰和宣传各
行各业高技能拔尖人才，促进
广大劳动者提高技术技能，
2012年我省设立“中原技能大
奖”，这一奖项是我省对优秀高
技能人才奖励的最高奖项。中
原技能大奖每两年在全省评选
表彰一次，每次评选表彰 10
名。评选表彰范围为国家职业
标准中设有高级（国家职业资
格二级）以上等级的职业（工
种）。中原技能大奖评选实行
省辖市（行业）评审和省级两级
评审制。评审（推荐）委员会由

高技能人才、工程技术人员和
管理人员组成。

按照规定，凡在河南省行
政辖区工作的中国公民，在生
产服务岗位一线，遵纪守法，
已获得过河南省技术能手称
号，且具有技师（国家职业资
格二级）以上职业资格或相应
职业技能水平。并具备下列
条件之一的，可参加中原技能
大奖评选：在技术创新、技术
改造、攻克技术难关等方面做
出突出贡献，产生重大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在本职业
（工种 ）中具备绝招绝技，为
业内普遍认可，并在带徒传技
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在省内国
内产生重要影响的；在生产实
践和工作岗位上具有领先的

技术技能水平，并在生产工作
领域总结出先进的操作技术
方法，产生重大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在开发、推广应用
先进科学技术等方面做出突
出贡献；在省级 1类技能竞赛
中获得第 1名或国家、国际技
能竞赛取得前 3名的选手。

我省规定，中原技能大奖
获得者颁发证书、奖章；并由
省财政给予一次性 2 万元奖
金；中原技能大奖获得者原
具有技师资格，且本职业（工
种）设有高级技师资格的，由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认
定高级技师资格。此外，省
会郑州对本地获得“中原技
能大奖”的高技能人才将给
予 20万元奖励。

“拼团献爱心”
为贫困儿童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 成燕）只需点亮电子
触摸屏上的头像，就可成功向公益组织
献出一份爱心。还可在社交平台分享
自己助力公益页面，邀请好友拼团献爱
心，一同增加爱心值。昨天恰逢“双
11”，由同程艺龙旅游平台主办的“拼
团献爱心”活动在郑州机场举行，有趣
的互动玩法让公众在浓郁的公益氛围
中度过别样“双 11”。

据了解，此次活动在重庆机场、长沙
机场和郑州机场同步进行。所有参与者
在献出爱心的同时，还可获得同程艺龙
准备的神秘礼品一份。“当用户在屏幕上
点亮一个头像，即可成功献出自己的一
份爱心，用户还可通过扫码邀请好友拼
团助力，提升参与人数，当参与献爱心人
数达到 10000人时，同程艺龙将携手重
庆机场、长沙机场和郑州机场捐献万元
公益基金帮助贫困地区儿童。”昨日，在
活动现场，同程艺龙平台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在候机大厅，众多旅客站在电

子屏前拿起手机扫码，踊跃参加活动。
“在红包和促销活动齐飞的‘双11’，

推出此次公益活动，是对慈善公益形式
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我们希望让更多人
参与公益活动，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该
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让更多公众参
与进来，他们在线上也同步开展了“拼团
献爱心”活动。活动期间，用户在“拼团
献爱心”活动页面进行“开团”，每邀请一位
好友参与拼团，即可增加一点爱心值，同时
所有参与拼团的用户都可获取10~30元
不等金额的机票优惠券。当爱心值刚好
是11、111、1111、11111的幸运用户，将
获得由同程艺龙联合国航、昆航、深航、
东航等提供的礼品，包含眼罩、机模、笔
记本、钥匙扣等，而最幸运者将有机会赢
取免费机票一张。

据悉，活动期间，在重庆、长沙、郑
州机场出行的旅客只要遇到航班延误
或取消等情况，都可凭借登机牌至活动
场地免费领取一份机场美食套餐。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市公安局东风路分局民警在街头开展反欺诈防陷阱宣传活动。连日来，
市公安局结合近期网络欺诈陷阱犯罪多发的实际情况，相继开展了“走近群
众反欺诈防陷阱”专项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2200 万慈善款
今冬救助困难群众

（上接一版）重大疾病救助，发放大
病救助金。2018 年市直机关困难职
工、帮扶村贫困群众救助活动，为全市
因患特重大疾病(国家规定)、遭遇重大
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而生活陷入困境、
急需救助的市直机关困难职工、对口帮
扶村村民给予救助；“拥军优属”——困
境军烈属大病救助慈善项目，对符合救
助条件的困境军人及其家属给予医疗
补贴；“惠济区关爱群众·让慈善助力困
境”大病救助项目，向辖区大病致困家
庭给予救助等。

关爱困境儿童，开展多种帮扶。包
括“心连心 关爱孤儿”救助项目，为港
区孤儿发放慰问金、过冬物资及学生用
品；“永恒凯悦·心灯”涉案未成年人心
理救助慈善项目，聘请心理咨询师，综
合运用心理咨询方法，使涉案未成年人
实现心灵成长，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

“上街区爱心红包迎新春”为留守儿童、
孤儿发放救助金和助学物资；“二七区
关爱困难群体巾帼在行动”慈善项目，
为辖区贫困户、贫困两癌患者、留守流
动儿童、特殊群体等各类困难妇女儿童
家庭提供生活帮扶、精神帮扶、技能帮
扶、就业帮扶、健康帮扶等。

慈善助学，送新书、送食宿补贴。包
括“管城区中博股份·打造书香校园”慈
善助学项目，为辖区学生阅读用书严重
缺乏的学校配送学生课外阅读用书；“二
七区温暖寒冬 点亮梦想”希望工程慈善
项目，资助团员家庭学生完成学业；“上
街区放飞希望助学活动”为辖区内小学、
初中、高中就读的住校困难学生或建档
立卡户家庭学生提供食宿补贴等。

慈善助老，让老年人安然度冬。包

括“登封市暖冬行”慰问贫困孤寡老人
慈善项目为贫困孤寡老人送救助金和
过冬物资；“新郑市爱心献功臣”——关
爱老复员军人慈善项目，为新郑市老复
员军人发放过冬物资及救助金等。

慈善助残，授人以鱼，也授人以
渔。包括“二七区扶助弱群”——困难
巡防队员、残疾人扶助慈善项目，为辖
区巡防队员和特困残疾人解决生活困
难；“管城区绿地集团·巧手圆梦”残疾
人创业培训慈善项目，为辖区有创业意
愿的残疾人开展布艺、玉雕软陶制作、
插花园艺等技能培训等。

关爱特殊群体，让温暖更暖人心。
包括“中牟县寒冬送温暖，关爱环卫
工”为环卫工人送去防寒物资；“惠济
区关爱巡防·共筑平安”贫困巡防队员
救助项目，为贫困巡防队员发放救助
金；“惠济区白衣天使·为善而行”困难
医护人员救助项目，为困难医护人员发
放救助金等。

慈善志愿者活动，爱心人士陪您过
冬。包括第 33届国际志愿者日活动，
评选我市年度各类优秀工作站和志愿
者，进行表彰奖励；慈善志愿者工作站
冬季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各类便民服
务、义诊等基层志愿服务；“衣暖人心”
废旧衣物回收再利用公益慈善项目暖
冬县（市）区联动救助活动，持续收集各
县市救助需求，开展暖冬收衣、捐衣救
助活动；“慈善救助送温暖活动”专家上
门为贫困家庭复诊送药；“关爱弱势群
体，我们陪您过冬”2018年“衣暖人心”
公益慈善项目冬季送温暖活动，为孤寡
老人、农民工、环卫工、留守儿童等发放
衣物、棉被、玩具、体育用品等。

本周将出现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
西部山区或降雪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记者昨日从省气
象部门获悉，本周全省平均气温和日最高气
温较上周下降明显，中后期全省将出现一次
小到中雨的降水天气过程，其中省会郑州将
出现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郑州西部山区可
能有雨夹雪或雪。

根 据 预 报 ，本 周 中 后 期 全 省 将 出 现
一次小到中雨的降水天气过程，降水集
中 时 段 在 15 日 到 17 日 白 天 ，其 中 15 日

夜里起，我省北中部地区转雨夹雪或小
到中雪。预计全省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
略偏多。

主要天气过程：周三，西南部、南部多云
转阴天，部分地区转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
区多云。 周四到周六白天，北中部大部地区
小雨转雨夹雪或中雪；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
中雨或雨夹雪。 周六夜里，南部、东南部小
雨或雨夹雪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

周四到周六，受不断南下较强冷空气影响，全
省有 4到 6级偏北风，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
温较前期下降8℃左右。

来自市气象局的信息:本周前期（周一到
周二）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周中期（周四到
周五）将出现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西部山
区有雨夹雪或雪，气温较前期下降 6℃～
8℃；周末天气转为多云到晴。周内最高气
温18℃，最低气温3℃左右。

上周我市粮油
肉蛋价格稳定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记者昨日从市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
获悉，上周我市粮油肉蛋价格稳定，蔬菜价格正常波动。

上周百顺农贸市场特一粉（5公斤装）2.2元/500克，普通东
北米 2.8 元/500 克，大商超市普通东北米 2.98 元/500 克，精制
粉（5公斤装）2元/500克，金龙鱼花生油为 119.9元/5升，金龙
鱼大豆油（非转基因）价格为69.9元/5升，均与前一周、上月、上
年同期价格持平。

生猪出场价格、猪肉零售价格平稳。农贸市场猪肉后腿肉
主销价格 14元/500克，与前一周、上月价格持平，比上年同期
价格下降6.7%。精瘦肉主销价格15元/500克，与前一周、上月
价格持平，比上年同期价格下降6.3%。

牛肉羊肉价格平稳。农贸市场鲜牛肉主销价格为27元/500
克，与前一周、上月价格持平，比上年同期价格上涨 8%；鲜羊肉
主销价格为 30元/500克，与前一周、上月价格持平，比上年同
期价格上涨7.1%。

鸡蛋价格出场价格略涨、零售价格平稳。纬四路农贸市场
鸡蛋平均价格 5元/500克，与前一周、上月价格持平，比上年同
期价格上涨11.1%。

蔬菜价格正常波动。与前一周均价相比，纬四路农贸市场
监测的 29个蔬菜品种中，有 6个蔬菜品种的平均价格出现上
涨，涨幅较大的有：茄子、黄瓜、大白菜；有 5个蔬菜品种的平均
价格出现下降，降幅较大的有：菠菜、白萝卜、洋葱头。河南万邦
农产品物流中心监测的 29个蔬菜品种中，有 13个蔬菜品种的
平均价格出现上涨，涨幅较大的有：冬瓜、生菜、空心菜；有 9个
蔬菜品种的平均价格下降，降幅较大的有：莴笋、油菜、西红柿。

郑州慈善总会：68665328
金水区：58579013
二七区：68769566
中原区：67693811
惠济区：63639510
管城区：66378793
航空港区：86199766
高新区：61317196

郑东新区：67179741
上街区：85701691
新密市：60880879
新郑市：69902200
中牟县：85391958
荥阳市：64650881
登封市：85506662
巩义市：6435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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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骤降
谨防上呼吸道疾病

本报讯（记者 王治）近日气温骤降，医院上呼吸道疾病患者
明显增多，其中大多数是婴幼儿及儿童。医生提醒市民，每年秋
冬时节，婴幼儿及儿童容易患上呼吸道疾病，轻微的可能引起感
冒咳嗽，严重的有可能引发肺炎，因此要注意防范。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吸一科副主任医师宋丽介绍，小儿肺炎
是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一种，多发于秋、冬、春季节，因为这个时
候气候比较干燥、寒冷，婴幼儿及儿童呼吸道的抵抗力弱，一些病
原体易在这个季节流行扩散，所以婴幼儿及儿童在这些季节容易
遭受一些病原微生物损害，从而导致肺炎。肺炎大多数都是由于
感染引起的，根据儿童的年龄不同引起肺炎的病原体不同，有可
能是病毒、细菌或支原体。

专家提醒，当孩子出现发热、咳嗽、气喘、呼吸急促，精神萎
靡、食欲不振，肺部或喉中异常声音时，家长要引起重视，可能是
感染了肺炎，应及时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