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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关注

关学苑
宁海海关、宁海传媒集团联办

记者 子函

96秒成交额突破 100亿元，63
分钟成交额突破 1000亿元，天猫双
11的成交额不断刷新，最终以全天
2684亿元的成交额落下帷幕。今年
的“千亿”项目，大家“贡献”了
多少呢？

12日一早，淘宝和支付宝APP
便上线了“我的双 11战绩”，公布
了区域和个人的消费数据，宁海在
全市“剁手力”排名第 8。那么，
保持“理智”的宁海小伙伴都买了
些什么呢？花了多少钱？

一天花光几个月工资
双11网购有人疯狂有人不买账

“买了什么？花了多少？”双 11
当天，这成了很多人相互问候的方
式。

“线上线下一共花了 3.4 万元，
主要是买了宝宝用品和生活用品。”
市民严女士的孩子下个月就要出
生，作为新手妈妈的她，早就列好
了购物清单，就等着双 11 一次购
齐。“单价最高的是婴儿推车，4700
多元，还买了温奶器、消毒柜等小
家电，几个月的工资一天就花完
了。”

跟严女士一样，微友“蘑菇”
也是一位准妈妈。“我买了 4000多
元，几乎都是宝宝用品，预产期是
明年7月，618大促的时候还可以再
买一波，所以没有囤很多。”

“今年双 11 是买得最多的一
次，花了 1.5万元，生活用品、电
器、护肤品、服装、零食都买了，
花销最大的是给自己买的护肤品，
加起来超过 5000元，光面膜就囤了
近百片。”微友“打酱油君”说，

“买的都是我的生活刚需品，这钱算
是花在刀刃上了吧。”她告诉记者，
今年她还体验了免息分期付款，分
24期买了一个心仪很久的吹风机。

记者了解到，今年双 11，很多单价
较高的商品都支持 0 息分期付款，
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此类商品的销
售。

即将搬新家的市民赵先生，双
11期间下单了不少电器和家具。不
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不是所
有人都对双 11拥有这样的热情。市
民俞小姐告诉记者，双 11她就买了
双鞋。市民胡先生则打趣说，买的
没有卖的精，不买就是最大的实惠。

凌晨下单早上收货
临时仓大大提升物流速度

“您有一个来自苏州的快递已经
到达宁波，快递员即将为您派件。”
11日早上 7点 30分，记者的微信里
收到了顺丰速运的派件通知，11日
凌晨 1点才支付完尾款的商品竟然
开始派件了？这样的速度让人震
惊。在朋友圈里，记者发现不少人
都晒出了截图，惊叹今年双 11的物
流速度。

据了解，今年顺丰快递也顺应
电商平台预售趋势，创新推出智慧
供应链产品“极效前置”，在双 11
首日派送率超过六成。

为了让消费者在电商购物时拥
有更快的购物体验，一些大型品牌
电商和快递物流公司合作，通过大
数据预测、分析，提前将大促的商
品放置到离消费者最近的场所——
前置仓、云仓等。今年，配合一些
电商平台预售付定金的玩法，则更
为精准地将这一部分付好定金的商
品提前放置。

尽管部分电商物流、快递公司
没有公布今年双 11首单配送的具体
数据，但是包括顺丰快递、丹鸟物
流、京东物流、百世快递等都有参
与到这场物流时效比拼中。

虽然物流有了提升和改进，但
在面对如此庞大的包裹数量时，很
多商品的发货和物流速度较平常还
是慢了一些，但比往年双 11还是有
不同程度的提速。

双11依然有“坑”
有些优惠看得见享不了

“页面上明明写着两件折上 9.5
折，但下单的支付金额并没有享受这
一折扣，找客服也没人理。”市民葛女
士告诉记者，她在购买某品牌的服装
时，发现折扣与页面宣传的不符，这
让她有些犯嘀咕。“双 11 客服会很
忙，所以这些优惠应该更加清楚明
了。我要买的这两件衣服，算上 9.5
折可以省下近 150元呢！”葛女士说，
因为折扣不清楚，最终她没有下单购
买。

跟葛女士一样，微友“跳跳虎”也
说，有些店铺页面上的价格和信息不
够清晰。“我下了单才知道，部分赠品
是要前 20000 名才有，但是这前
20000名的字实在太小，不仔细根本
看不出来。”她还说，有些店铺活动前
2小时享有折上折优惠，但过期之后
并没有删去相应的折扣页面，消费者
不仔细看的话容易造成误解。

市民金小姐刚刚收到了双 11的
战利品，打开一看发现赠品中并没有
页面中显示的化妆包。她咨询后，被
告知化妆包只是作为页面的一个背
景，并不是赠品之一。“我就是喜欢这
个化妆包才买了这么贵的东西，现在
说没有就只能退货了。”金小姐说，目
前店铺的页面已经撤换成了日常模
式，赠品中是否确有化妆包已经无从
查证。

“我以为预售肯定要比当天便宜
的，结果到了双 11凌晨才发现，价格
还不如双 11。”微友“泡泡鱼”说，她
买的身体乳，预售价格到手是 179
元，双 11当天只要 159元，感觉自己
上当了。

“负债”狂欢
还是不要了吧

经过 10 年，天猫双 11 已经逐渐
成为了一个网络购物的狂欢节，年年
攀升的成交额可见大家对它的热
情。可是，通过透支或借贷的方式购

物，这种“负债”狂欢真的好吗？
今年 11 月 11 日深夜，四川泸州

市，29岁男子王某爬上天台欲轻生，
王某称妻子经常网购各种名牌包包
和衣物，2018年就欠下20余万元，今
年已帮她还清，没想到今年妻子因为
网购又欠下30余万元。王某称压力
太大，不想活了。这新闻一时之间成
为了很多人调侃自己或他人疯狂“剁
手”的“段子”。但这背后的“负债”购
物消费观，值得反省。

今年双11很多商品都支持分期
付款，虽然很大一部分是 0 利息办
理，但这种“四舍五入后等于不要钱”
的想法让一部分人购买了超出自己
价格预期的产品。如果自己拥有足
够的资金，分期只是为了“薅羊毛”无
可厚非。但如果是因为金额超过了
自己负担能力，以分期方式减轻压
力，甚至不惜以借贷的方式满足自己
的购物欲，这样的购物方式怕是有待
商榷了吧！

京东数科集团旗下京东金融数
据显示，11月11日第一个小时，交易
额同比达到 320%，京东支付峰值同
比达到327%，白条交易额实现10秒
破亿。有人说，正是这样的“白条经
济 ”撑 起 了 整 个 双 11 购 物 狂 欢
节。

曾在某社交平台的一条评论中
看到一位网友说：“20岁出头，已经背
了 20 多万的卡债，真的不想活了。”
然而点进她的个人主页，晒着各种名
牌包、高档化妆品和各种精致的生活
日常，一片光鲜亮丽。这很容易就让
人联想到她的负债和这样的生活消
费有着一定联系。

在这个“白条经济”逐渐成为潮
流的消费时代里，我并不认为信用卡
或者花呗等产品是很多人抑制不住
自己“剁手”的原罪，消费和金钱观才
是主要诱因。有借必有还，很多人只
是看到了眼前可以获得的东西，却完
全 没 有 考 虑 它 对 自 己 未 来 的 影
响。

这种“负债”狂欢，还是不要了
吧！

24小时花光2684亿元

今年的“千亿”项目 你“贡献”了多少？

本报讯 （记者 胡琦 通
讯员 胡东海） 记者昨日从县
住建局获悉，梅林南路（兴宁北
路—象西线）改造提升工程（市
政部分）将于明日进场施工，预
计明年 12月完工。在此提醒市
民，施工期间会带来通行不便，
由北向南过境车辆可从象西线绕
行。

据悉，梅林南路是我县城市
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区南
北向交通主轴之一，连接梅林和
城区的大动脉，更是我县“一环
四纵十横”骨架路网中纵向的框
架性主干道。梅林南路（兴宁北
路—象西线）改造提升工程南起
兴宁北路，北至象西线，全长约
4145米、宽 42米。施工分主车
道和辅道工程两部分进行实施，
其中梅林南路主车道工程即甬临

线 宁 海 段 （K60 + 233- K64 +
450）路面大修工程于 2017年启
动，由县公路管理局负责实施，
并与县住建局签订项目委托代建
合同，主要为公路路基26.5米范
围内的箱涵、雨污管道、预埋
管、雨水井、检查井等市政配套
管线工程，目前已完工并通车。

此次市政部分改造提升工程
分两个标段实施，主要实施两侧
的市政部分工程，包括辅车道、
人行道、绿化、路灯等部分内
容。据介绍，针对本项目改造工
程线路长、交通流量大、施工工
作面狭小、地下管线复杂等情
况，县住建局将紧盯目标、挂图
作战，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有效提升道路承载力，加快构建
安全、畅通、便捷的城市路网体
系。

梅林南路（兴宁北路—象西线）
改造提升工程开工

温馨提醒：由北向南过境车辆可从象西线绕行

爱心围巾
送给晴隆娃

昨日，跃龙街道车河社区“姊妹护
航”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将30条手工
编织的围巾送到县邮政局，准备寄给贵
州省晴隆县一家幼儿园的孩子们。这批
饱含爱心的围巾都是车河社区美丽工坊
钩编志愿者一针一线手工编织的。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张琼 摄）

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在
金关二期加工贸易系统办理有关
申报手续，主要业务环节有电子
手册（账册）备案（变更）、保
税进出口核注清单申报、进出口
报关单通关申报、核销结案。同
时，加工贸易业务过程中会涉及
如下主要业务：

5、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
置：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对因故无
法内销或者退运出境的边角料、
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
灾保税货物，向海关申报，委托
具有法定资质的单位，采取焚
烧、填埋或者其他无害方式，改
变货物物理、化学等特性的处置
活动。销毁货物有残值的，需按
照边角料管理规定办理内销征税
手续。

6、保税货物退换管理：料
件退换，是指经营企业进口料件
由于质量存在瑕疵、规格型号与
合同不符等原因，需要返还原供
货商进行退换，以及由于加工贸
易出口产品售后服务需要而出口
未加工保税料件的，可以直接向
口岸海关办理报关手续，已经加
工的保税进口料件不得进行退
换。成品退换，是指加工贸易出
口成品因品质、规格或其他原因
退运进境，经加工、维修或者更
换同类商品复出口时，允许企业
凭成品退换合同在同一手册或电
子账册下按“成品退换”方式进
行管理。同一手册成品退换申报
的进出口监管方式应当对应，数
量、金额应当一致。已经核销的
出口成品，不得按照“成品退

换”方式进行申报。
7、加工贸易货物内销：是

指经营企业申请将加工贸易剩余
料件或加工过程中的成品、半成
品、残次品、边角料、副产品及
受灾保税货物转为国内销售，不
再加工复出口的行为。对于料
件、成品、残次品，需要按照对
应的料件申报内销，进料加工按
照原进口价格，来料加工按照内
销同时或大约同时相同类似货物
的价格来审定完税价格。副产
品、边角料按照报验状态归类，
审定完税价格；受灾保税货物，
则按照是否属于不可抗力来确定
是否征税，以及确定征税方式。

8、核销：是指加工贸易经
营企业加工复出口或者办理内销
等海关手续后，凭规定单证向海
关报核，海关按照规定进行核查
以后办理解除监管手续的行为。
经营企业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将进
口料件加工复出口，并自加工贸
易手册项下最后一批成品出口或
者加工贸易手册到期之日起 30
日内向海关报核。经营企业对外
签订的合同因故提前终止的，应
当自合同终止之日起 30日内向
海关报核。海关自受理报核之日
起 30日内予以核销，特殊情况
需要延长的，经直属海关关长或
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可以
延长30日。

加工贸易主要业务介绍（二）

落地屋出售
位于北湖巷13弄5号有2幢3层半落地屋出售，西髟，

停车方便，面积220㎡，精装修，价格328万元。
电话：13858278188（叶）

五丰楼招租（商业用房）
位于跃龙街道桃源南路57号有一商业用房招租：
一楼：300平方统一招租，可用于各种零售商业（2020

年8月起）。
二楼：550平方统一招租，可用于各种商业活动（2020

年1月起）。
三、四楼：1000平方，宾馆招商（2020年1月起）。
电话：13777288152（应先生）

落地屋出售
位于兴圃巷 17弄 23号有两间落地屋出售（国有出

让），面积222㎡，有意者请电话联系。
电话：13646657081（张先生）

套间出售
位于凤凰城二期白坯中间套，面积 133㎡+15㎡赠送面积+

车位，4室2厅2卫，套型结构好，小区环境绿化好，看房方便。
电话：13306617727

套间出售
位于老中医院路有一套间出售，面积 84㎡+储，东髟，楼层

佳，精装修，停车方便，价格132万元，看房方便，自己房子。
电话：18058298125

遗失车险商业险保单一份，保单号：623EA12312019002560，
印刷号：1604192542，声明作废。

葛丽娟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份，核准号：J3322000775203，声明作废。
宁海县卫生局工会工作委员会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0—5：0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2楼218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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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查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9 年 7 月 1

日，在宁海县跃龙
街道草湖村捡拾女
性弃婴一名，出生
日期 2019年 6月 16
日，被捡拾时身裹
粉色夹袄，并附有
出生年月日字据。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与宁海县社会综合福
利院办公室联系，即日起 60日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4-65258189
地址：宁海县中山东路76号

2019年11月14日

为保障群众环境权益，严厉查处

环境违法行为，根据县委县政府部

署，我们将从2019年10月21日开始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碧水蓝天保卫战”

专项活动，切实解决一批污染严重、

群众关注度高的环境问题。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举报平台：1、宁海环保微信

公众号；2、12369环保举报热线；3、
24 小时值班电话： 0574- 89285119；
4、来信地址：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宁海

分局，宁海县桃源街道南畈路 5号桃

源大厦B幢1815室。

二、举报类型：1、工业企业废水

废气违法排放；2、危险废弃物污染；

3、噪音、异味污染；4、“散乱污”企

业；5、黑臭水体等环境违法行为和突

出环境问题。

三、受理时间：2019年10月21日
至2019年12月20日。

希望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提供环

境违法企业的违法线索，形成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

围。

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宁海分局
2019年10月21日

宁海县关于开展“碧水蓝天保卫战”
专项活动的公告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66928888 13732136971
商务公务包车（6座、20座、16座、
39座、45座、53座、60座、70座）

（微信手机同号）

宁海中青旅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6座、19座、31座、39座、53座）65261111 13906605322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明思教育

电话：81519999
地址：中山东路178弄9幢（星海中学斜对面）

专注初中学科培优
大鱼馆餐饮

宁海味道 匠心铸就 品牌老店 不忘初心
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三店宁昌路86号) 美食热线：65222666
大鱼皇府至尊店（北斗北路289号） 美食热线：25595555
会展中心海鲜城(金水路333号） 美食热线：13216687777
竹口桃源店（科技大道2号） 美食热线：13023775888 18888695558 15336660229

新正企业

求购厂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