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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泽

丰）今年是“双十一”10周
年。记者连日在采访中了

解到，中山实体电商企业

早早备战，希望能冲击更

高销量，而快递网点也做

好了准备，力求在服务保

障上不掉链子。

商家：从7月份就开
始做准备工作

作为全国锁具的生产基
地，小榄的锁具销售在电商平
台上铆足了劲。广东镖臣防盗
设备有限公司准备在“双十
一”发布一款锁具新品，从 11
月 1日发出众筹信息后，短短
一周时间内所筹得的金额就
已经从最初计划的 20 万元，
飚升至 160多万元。该公司的
电商部门更是加班加点，为

“双十一”促销作最后冲刺。
公司电商部门负责人周培说
告诉记者，准备工作从今年 7
月就已经开始，“我们预计 11
月 11日当天的发货量是 3万
件，是平常的 50 倍左右。”公
司董事长李善德表示，线上销

售量占了每年总销量的 30%
左右，而且每年都在递增，为
此他们在全国所有重点城市
提前部署了实体店来对接网
络销量的增长，“顾客在网上
购买产品之后，都可以在其
所在区域，联系到我们的线
下服务团队，形成线上线下联

为一体的模式。”

快递：确保重点节点
不爆仓

中山快递企业也早早做
好准备。中山邮政快递推出
了直线专运模式，缩减包裹
中转环节。公司负责人高建

杭介绍说，有了专线线路的
点对点，可以从厂家直接发
货到投递点。

为了提升配送效率，一些
快递企业更是把自己“家”当
成了主要电商客户的仓库。顺
丰速运中山区域相关负责人
郑泳嫦表示，他们增加部分分

仓备货的服务，把客户的货物
放到自己仓内，“双十一”当天
消费者抢完单后，该公司就马
上会投入人员来进行包裹的
打包配送，“最快的话，当天客
户就可收到货物了。”

韵达速递中山分拨中心
也在“双十一”前专门强化了
市外进口包裹的处理能力。中
心负责人刘康强介绍说，“中
心扩建了 16000多平方米，分
拣设备投入了 5000多万元。”
他说，去年“双十一”期间从市
外到达中山的进口包裹数量
单日最高峰达到了55万多件，
预计今年的峰值会同比剧增1
倍左右，只要不出现恶劣天气
等不可抗力因素，目前的处理
能力已经足够。

中山市邮政管理局副局
长吴显旅告诉记者，去年中山

“双十一”期间单日峰值大概
有 400多万件快递量，预计今
年最高处理量是一天可达500
万件，比去年增加约 20%。“我
们制定了旺季服务的保障方
案，从场地、人员、设施设备都
进行要求。”吴显旅说，同时要
求全市的快递企业从“双十
一”当天到明年春节前夕的96
天里，必须做到全网不瘫痪、
重要节点不爆仓。

本报讯（记者 黄凡 ）11月 8日上午，完
美日化产品品牌升级发布会暨完美生命科
技研究院成立仪式在中山举行，“暨南大
学-完美天然植物资源院士工作站”正式揭
牌，迎来姚新生院士、栗原博教授等资深专
家团队。

该院士工作站由暨南大学姚新生院
士、栗原博教授、何蓉蓉教授、李怡芳副教
授和谢果博士等资深科研专家组成，该团
队近十年来一直从事中药及天然化学和中
药药理方向的研究，在生物医学基础研究、
中药药效评价和机制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

据了解，该院士工作站主要为完美公
司健康食品开展功效成分研究，在研究中
逐步揭示原料中的活性成分，结合中药化
学研究，明确产品活性成分的化学结构及
其含量，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提取分离
出来，制定标准进行定性或定量检测，并
阐明产品保健功能的作用机制，为产品提
供科学的依据。此外，通过对有效成分的
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一些结构新颖、功效
特异的中药保健食品。84岁高龄的姚新生
院士表示，他将带领研究团队致力中药科
学研究，助力中国宝贵的遗产——中药早
日走向世界。

当日，完美公司宣布正式成立“完美生
命科技研究院”。该研究院由完美公司出资
建设，将致力于前沿基础研究，与国际一流
的技术接轨，打造出国际一流的健康产品。
近年来，完美公司已跟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
科研团队合作，其中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的
肠道菌群相关研发成果今年3月在国际顶级
权威期刊《科学》杂志在线发表。

消费者杨先去年在某
知名电器旗舰店购买油烟
机灶具套餐，使用一周后，
油烟机出现漏油的情况。

杨先生要求商家更换新
机 ，但 商 家 却 要 求 支 付
1000 元的押金。杨先生拒
绝支付押金后，商家拖延

两个月未对更换。后经消
委会调解，商家最终给予
退货退钱。杨先生挽回了
经济损失 3480元。

2018年度省众创空
间试点单位、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名
单出炉

我市5家单位上榜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 11月 8日，广东

省科技厅公布了《2018年度广东省众创空间
试点单位、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此次全省共有
29家单位为广东省众创空间试点单位、35家
单位为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其
中，我市共有5家单位上榜。

中山火炬创客邦、广东文投中山创工场
列入“广东省2018年众创空间试点单位”；联
速两岸科技园、中山火炬高新企业孵化器、
01共创孵化器列为“广东省2018年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单位”。

该《通知》要求，为进一步推动我省双
创工作高质量发展，各试点单位及培育单
位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创业孵化服务能力，
培育更优秀的创业团队和企业，打造“双
创”升级版。

冲刺“双十一”电商快递都很拼
有商家从7月份就开始备战，各快递公司均严阵以待，确保不爆仓

同款电视不同店 价格相差一千二
“双十一”将至，市消委会公布处理的典型投诉案例，提醒市民网购时要保护好权益

中山健康医药产业
再引一支院士团队

暨南大学-完美天然植
物资源院士工作站揭牌

1.网络购物尽可能在线开
具发票。

2. 注意各类电子证据的
可采信性与证明力。消费者
使用微信聊天（包括语音、图
片等）作为证据应当满足以
下条件：微信聊天记录的来
源必须符合法律规定；非实
名制微信注册时，应当确定
微信聊天的双方为当事人；

确定微信聊天时间在争议事
实的时间段内；微信聊天的
内容不能含糊不清，应具有
相对完整性，能够反映当事
人想要证明的事实。

3.对于微信语音、图片、视
频等记录，消费者在提取、复
制时，要保留原始存储记录、
原始页面、出处，以保证电子
数据的完整有效。

本报记者 黄凡 徐世球 通讯员 龚商 谢辉

距离“双十一”还有几天，11月7日，中山市消费者委员会结合处理的投

诉案件提醒市民，在购物的同时，要保护好自身的权益。尤其在购买电器等价

值较大的产品时，更要留意保存发票等相关维权证据。

消费者聂先生在某知
名电器商超旗舰网店购
买一款 50 英寸电视机，网
购价 3999 元，注明 30 天
包退。聂先生付款后，查

询该电器商超自营网店
上 的 同 一 商 品 标 价 为
2799 元，同一商家同一商
品出现两个价格，而且相
差 1200 元 ！消 费 者 登 录

后，默认链接的是高价格
的网页。

在消委会的调解下，
聂先生获得知名品牌商超
退款。

典型案例1： 不付押金不给更换

典型案例2： 电热棒失灵坏了一缸鱼

消费者韩女士去年在
某电器公司旗舰店购买加
热棒，结果使用 4个月后出
现温度显示屏乱码的问
题。刚开始商家给予更换

解决问题，但新的加热棒
使用两周后，又出现无法
加热的问题，导致消费者
一缸价值 600 元的热带鱼
全部冻死。韩女士与商家

多次协商退货、赔偿损失
共计 1000 元，但商家仅答
应退货退款。在消委会的
调解下，最终商家同意赔
偿损失 600元。

典型案例3： 同一款电视机相差1200元

市工商局相关科室负责
人表示，“双十一”网络促销涉
及面广、影响大，也是各类网
络违法行为易发高发的时段。
为切实维护网络消费者切身
利益和网络市场健康发展，市
工商局近期提前采取风险防
范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做好“双十
一”网络促销期间监测监管工
作。

通过强化网监信息化手
段的应用，市工商局利用省局

网监平台以及委托第三方对
虚假宣传、违法广告、格式合
同条款等违法行为进行监测，
及时将摸排发现并经初步核
实的358条涉嫌违法线索推送
给属地工商分局，要求认真跟
进核实处理，防止问题风险在

“双十一”期间集中爆发。
同时，做好“双十一”网

络促销期间投诉举报处置工
作，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
网络经营违法案件将快速、
从严查处。

购物时这样保留证据

提 醒

部门声音

加强“双十一”网络促销监测监管

11月8日，完美日化产品品牌升级发布
会暨生命科技研究院成立仪式在金钻酒店
举行。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图为广东镖臣防盗设备有限公司员工正在积极备战。 江泽丰 摄

关于部分工程押金退款事项的通告

备注：

1、以上工程未退押金的单位，请携带图纸原件及中介预算原件等资

料前来办理退款手续。

2、办理退款单位名称及地址：中山市南区城乡建设服务中心，地址：

中山市南区城南二路1号609室。

3、申请退款期限：2018年 11月 31日前。到期不办理退款手续的，

我中心自行处理，不再予以退款。

4、联系人：郭泳雅。联系电话：88896118。

序号

1

2

3

4

5

发生日期

2010.7

2012.12

2012.12

2012.12

2012.12

工程名称及事由

良都文化公园环境艺术工程图纸按金

健身广场完善及对外窗口装修图纸按金

福涌社区卫生站建设图纸按金

万宜石场路面清洁维护按金

南区办事处对外办公窗口装修图纸按金

关于《中山市东升镇DS1003单元控制性
详细规划调整》草案公示的公告

《中山市东升镇 DS1003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

整》草案已通过市有关部门及专家论证会议的审查。

根据《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对该草案予以

公示。

本公示自刊登之日起30日内，广大市民或与之存

在相关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可到中山市东升镇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地址：中山市东升镇葵兴大道22号）或

中山市东升镇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zs.gov.cn/

dsz/index.action）查阅规划相关情况，也可向东升镇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书面意见与建议。

中山市东升镇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9日

坚决铲除危害
一方的黑恶势力。

福彩福彩““快乐十分快乐十分””45004500万元大赠票万元大赠票
从10月19日起，福彩“快乐十分”游戏逢周五、周六全天进行派奖活动，选三任选每中一注

赠送6元福利彩票；选四任选每中一注赠送10元福利彩票；选五任选每中一注赠送60元福利彩
票，4500万元赠票派完为止。

广告

中国福利彩票，爱心成就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