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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脑脑手手机机全全开开也也难难抢抢件件衣衣服服
“双十一”疯狂购物现网络拥挤，14日左右滨州迎派件高峰期

今 日 滨 州

本报11月11日讯 (通讯员
王晓红 张帅 杨兴华 通讯
员 王茜茜 ) “双十一”是脱单
季、领证潮，然而今年的“双十
一”却相对平静了些，截至11日
下午5点，全市380对新人登记结
婚，较去年同期少了5对，“双十
一”领证潮渐趋于理智。

11日早上，滨州发布大雾黄
色预警，能见度不足500米，天气
冷飕飕的，但今天仍不能阻挡王
女士与对象前去领证的脚步。早
上7点起床，原本以为会赶上领
证高峰期，到滨城区婚姻登记处
时却发现，虽有一对对新人办理
完了登记，但大厅里并没有等候
太多人，仅有七对新人等候，不
到五分钟，王女士便迅速地办完
了。“领证潮没赶上，倒感觉有点
意外了。”

滨城区婚姻登记处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双十一”较平日
来说，新人来的提早了些，然而
却并没有出现集中的高峰期，截
至下午4点半，滨城区共办理新
人登记61对，通往日数量相当。
工作人员分析称，一方面因为大
雾天气，另一方面也是新人登记
结婚渐趋于理智了，不再追逐

“特殊日子”扎堆结婚。

“双十一”不再扎堆结婚

全市登记新人

较去年少5对

10日晚，当您还在观看各大购物网站主办的
狂欢晚会的时候，殊不知已经有人在购物车里疯
狂囤货了。11日零点的钟声刚刚响起，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已经在网络上蔓延开，鼠标是武器，
速度是王道，但有的人就算是手指点到痛也未必
有一件战利品。由于11日凌晨扎推网购导致网络
异常拥挤，很多市民熬夜等待天猫网上的抢购却
没能所愿抢到关注已久的商品，也有成功抢购的
人得意洋洋，双十一网购狂欢节，就在短短的几
个小时之间有人欢喜有人愁。

购物车能抢到一半就心满意足

前一天还在QQ群里得意
地晒购物车满满商品的孙女
士，11日清晨就发起了牢骚，

“购物车放了三千多块钱的东
西，最终付款金额是1621元，其
他的都没抢到。”孙女士看中某

库品牌的衣服，一口气放了四
件在购物车，她将手机、笔记本
电脑、平板电脑同时打开，就等
待11日凌晨到来，但是最终的
结果是孙女士只抢到一件某库
的衣服。

孙女士谈到抢购经验说：
“手机还是要比电脑快的，我用
手机、电脑、平板一起抢，一直
出现网络拥挤，好不容易到订
单页面，又提交不上去了，一遍
一遍地重试，终于买到一件，这

样我也很满意了。”
尽管没有抢到喜欢的商品，

孙女士也没有放弃，她说：“还会
有一些人把商品放入购物车没
有付款的，我可以时常刷新页
面，看看有没有漏货可以抢。”

在一处服务区内，只有一对
新人等候办理登记。

本报记者 王璐琪

预计14日左右滨州迎派件高峰

在市邮政管理局，记者了
解到滨州市8日、9日、10日的
快 递 进 出 口 量 。8 日 进 口 量
6 . 6931万件、出口量4 . 4 . 41万
件，9日进口量6 . 7337万件、出
口量3 . 6242万件，10日进口量
7 . 632万件、出口量5 . 1626万
件，这三天进口量总计21 . 059

万件，出口量13 . 191万件。从
双十一前三天的快递情况看，
进口量一直呈上升趋势，预计
今后的进口量还会不断上升，
在14日迎来快递进口量的高
峰期，很多滨州市民在双十一
抢购的商品会陆陆续续到达
滨州。

在快递派揽业务繁忙的
这段时间，市邮政管理局表示
会加强监管，全面落实“收寄
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
个100%制度，并且监管每天快
递公司上报的进出口量，发现
数额异常马上检查，避免快递
积压现象。

快递公司也表示，有了7
年“双十一”的经验，今年快递
的派送情况会比较稳定，因为
很多货物不会在“双十一”当
天发出，所以购买商品的市民
要耐心等待，预计14日、15日、
16日会是快递派送小高峰。

滨州首家跨境电商企业完成海关注册备案手续

市市民民家家门门口口可可享享境境外外购购物物服服务务
本报11月11日讯(通讯员

刘金辉 记者 李运恒 ) 日
前，记者从滨州海关获悉，10日
山东瑞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顺
利完成海关企业注册备案手续
和跨境电商备案手续，成为滨
州市首家正式在海关注册备案
的跨境电商企业。

“公司采取的是‘线下展
示，线上交易’的跨境直购模
式，滨州市民可以在公司位于
全福元楼下的保税区实体店
内，进行商品的直观体验，然后
在我们的‘齐鲁跨境购’跨境购
物平台上选购下单，我们就可
以第一时间从海外仓库提货进
行配送，3至5天就可送到顾客
手中，滨州市民可在家门口享
受和境外购物一样的方便、快
捷，并且平价保真。”山东瑞联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

滨州保税物流中心海关机
构负责人介绍说，跨境直购是
指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网站下
单后，商品从国外发送至境内，
由海关查验放行后，通过国内
快递邮寄给消费者。因为有海
关的全程监管，跨境直购商品
的品质比较“海外代购”等形式
可以得到更多保证，同时退换
货及售后服务也更有保障。

山东瑞联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的出现，标志着滨州市已
经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性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在此次该
公司申请办理海关跨境电商
企业注册备案的过程中，滨州
海关高度重视，主动作为，提
供“前期介入”服务，安排专人
全程指导，及时解答企业业务
难题，确保企业能够第一时间
通过注册备案的各项审核，为
开展下一步的跨境电商业务

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邹平保
税物流中心负责人介绍，山东
瑞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在
中心注册的第一家跨境电子
商务企业，后面还会有一号优
站等多家电商将继续跟进，目
前邹平保税物流中心1 . 6万平

方米的保税展示交易大厅正
在密锣紧鼓的建设中，预计年
底即将投入使用，更多的配套
服务功能也正在进行系统开
发和测试中，这些都将更好地
为滨州市跨境电子商务的发
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本报11月11日讯(记者 李
婷婷) 新版百元人民币将于今
日正式发行，那么，作为迫切想
一睹“新钞”芳容的滨州市民什
么时候可以用上新版人民币？新
版人民币从印制到进入流通都
有哪些流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
取到新版人民币？带着这些疑
问，记者对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市
中心支行进行了采访。

中国人民银行滨州市中心
支行货币金银部门的工作人员
介绍说，新钞从印制到流通进入

“寻常百姓家”需要一个过程，比

如国家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
况，经批准列入印制计划，再根
据实际需求，选择适当时机，经
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市场主
体(企事业单位、市民)等流程才
会投放市场。

一般来说，新钞发行后，市
民通过辖区内商业银行任何一
家营业网点现金柜台，或这些银
行的ATM(自助取款机)、CRS
(存取款一体机)等现金存取设
备即可一睹“新钞”芳容。不过，
新钞从人民银行发行库到商业
银行摆布至每一家基层网点，需

要完成相关调拨手续，也就是说
新钞到达各家银行营业网点的
时间快慢不一，一般滨州城乡居
民从11月12日开始陆续完成与

“新钞”的直接“对话”。
据工作人员介绍，为确保新

钞在滨州市辖区如期顺利发行，
根据上级部署，自今年8月份开
始，市县两级人民银行已组织对
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550余家网
点的2600余名现金柜员全部进
行了新版人民币知识业务培训，
完成了对现有ATM机、CRS机
防伪性能的升级与检测，这样，

新钞在流通使用后即可通过商
业银行柜台和存取款设备进行
防伪鉴别，市民大可放心使用。

另外，该工作人员特别提示
说，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
元纸币即新钞发行后，与同面额
现行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同
时，希望广大市民提高法律意
识，做到使用人民币，爱护人民
币，不要在人民币上乱涂乱画，
禁止故意毁损人民币行为，更不
要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
品上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以免
触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百百元元新新钞钞今今日日与与市市民民见见面面
市民可陆续从银行柜台或自助取款机取到新版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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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商业中心搭建

残疾人创业平台

本报讯 为积极相应国家
对促进电子商务有关政策的落
实，提高残疾人职业水平，创造
更好的就业创业条件，提高残疾
人的电子商务应用能力，增强残
疾人的就业创业能力，根据滨州
当地实际情况，滨州市残疾人联
合会携手滨州颐高国际电子商
务业园(西城商业中心)，共同开
展了为期14天的残疾人自主创
业培训班。

本次培训活动，在滨州市残
疾人职业康复中心举办，参加培
训的60多名学员分别由来自滨
州各区县。颐高电商凭借其多年
的电商实践运营经验和电商影
响力，一经落地滨州西城商业中
心便产生巨大能量。本次培训
会，通过开展电子商务基础培
训，网店实操指导，创业孵化帮
扶，电商基地观摩等，培养残疾
人群体掌握电商知识与技能，通
过创业导师的帮扶指导，实现电
子商务就业创业，为残疾人士搭
建良好的创业平台，推动滨州残
联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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