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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说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丰西西报
道：近日，广东中人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下称中人集团）在参
加上级单位举办的一场演讲比
赛上，党员员工高锦玲代表集团
参赛获得一等奖。演讲中，她的
一句话，道出了公司所有人的心
声，那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这是许多中人集团员工，尤其是
党员员工的座右铭。作为广晟
建设旗下的成员企业，中人集团
按照广晟建设聚焦“实效型”党
建建设要求，全面推行“一企业
一品牌，一支部一亮点”的党建
品牌创建活动，积极探索新形势
下的党建工作新思路、新途径、
新方法，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
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努力
打造“担当奉献型”党支部。

今年新冠肺炎 疫 情 发 生
后，给许多企业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压力和挑战。中人集团在

严格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
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推动
复工复产。1 月 30 日起，该集
团主要负责人每天与员工积极
沟通，积极宣传疫情防控政策
和科普知识；复工复产后，公
司党员积极作为，发挥带头模
范作用，将各项疫情防控要求
严格落实到位，确保疫情期间
全体员工平安，确保复工复产顺
利进行。

中人集团十分注重党组织
建设。通过强化理论学习，增强
政治意识。中人集团组织创新
开展党员互讲互学共鉴等形式
多样的学习活动，每人每年至少
主讲一次党课，让党员从听课者
的身份转化为授课者，通过自己
备课、授课、听课，将党建与业务
充分结合，提高党员政治觉悟，
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广东中人集团

坚持党建引领复工复产

广东高质量打造公路水运“平安百年品质工程”

八个在建项目获通报表扬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

通讯员粤交综报道：11日，羊城
晚报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2020 年广东在建高速公
路工程质量安全综合检查情况
中，深中通道、汕湛高速吴川支
线、开阳扩建、云茂高速、大潮
高速、怀郁高速、河惠莞高速紫
惠段、兴汕高速华陆段等8个项
目受到通报表扬，成为广东高质
量打造公路水运“平安百年品质
工程”的新典范。

在交通运输部指导下，2017
年，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公路
水运“品质工程”创建活动。统
计显示，2018年至2020年，广东
省交通运输厅共出台相关制度
22项、指南和标准25项。

其中，广东大力推广应用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四新”技术，依托港珠澳大桥、
南沙大桥、深中通道等一批世界
级工程，成功实现一系列关键技

术、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应用。
“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快速成岛技
术、南沙大桥1960Mp主缆钢丝
技术、深中通道沉管运安一体船
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成功研
发应用，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为交通强国建设
贡献了广东智慧。

此外，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还
开展品质工程示范创建，先后
确定深中通道、南沙大桥、仁博
高速、惠清高速、盐田港西作业
区集装箱码头工程等国家级品
质工程示范创建项目 6 个，开
阳高速、大潮高速、河惠莞高速
等省级品质工程示范创建项目
46个。先后建设或建成港珠澳
大桥、南沙大桥等一批具有“品
质工程”特质的世纪工程，乐昌
至广州高速公路大瑶山一号隧
道等 15 个项目获得了鲁班奖、
詹天佑奖、国家优质工程奖等
国家级荣誉。

羊城晚报记者 沈钊
双双1111增长的动能增长的动能从何而来从何而来？？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钊报道：11月11
日24时，2020年天猫“双11”全球狂欢季
最终的交易数据定格在了4982亿元（从
11月1日开始计算），比去年天猫“双11”
的最终成交额2684亿元高了2298亿元、
超过450个品牌成交额过亿。中国内需
的爆发带动天猫“双11”再创新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11月11日23时，
2020天猫“双11”全球狂欢季实时物流订
单量突破22.5亿单，约等于2010年全年
中国快递量的总和。中国强劲内需带动
了数字经济的新里程。

今年，有500万中小商家、25万个品
牌、2000个产业带、30万个外贸工厂和8

亿多消费者参与到天猫“双11”中来。其
中，有105个产业带商家成交额超过1亿
元，需求端的消费潜力，正在有效转化
为供给侧的增长动能；此外，今年天猫

“双11”，阿里巴巴平台上累计销售1406
个县域的41万款农产品，有38万个来自
贫困县的店铺加入。

又讯 2715亿元！11月1日0时至11
月11日23:59，京东11.11全球热爱季累计
下单金额突破2715亿元，创近年来最高
增速。据介绍，11.11期间，超20000个品
牌 在 京 东 超 市 成 交 额 同 比 翻 倍 增 长 ，
13173个国产品牌成交额增速超2倍，205
个老字号品牌成交额翻番。(林曦)

中国各省购买金额榜单前五：广
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

广东购买力排名前 5的城市：深
圳、广州、东莞、佛山、惠州

广东购买力排名前5的区县：宝安
区、白云区、龙岗区、天河区、南山区

广东销售额排名前 5的城市：广
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

广东销售额排名前5的区县：顺德
区、白云区、天河区、海珠区、南海区

广东人最爱买的商品：手机、面部
护理套装、卫衣、沙发、面部精华

广东人最爱买的新品：iphone12、
华为 P40PRO、小米 10 5G 手机、兰蔻
清滢柔肤水潮玩联名礼盒、科沃斯扫
地机器人T8Max （沈钊）

“双11”
跨境电商
业务量

创历史新高

49824982亿元亿元！！
天猫“双11”再破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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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的消费力表现首屈一指，
成交额环比增长 105%，购买力居全国
第一位。

广东省的热销商品：iPhone 12、
iPhone 8 Plus、iPhone 12 mini、iQOO
Neo3、Redmi K20。

广东购买力排名前 5的城市：广

州、深圳、东莞、佛山、惠州
广东消费者画像：全省用户中女

性占比 45%，35 岁以下用户占比 64%
广东省最受欢迎的本地特色农产

品：猪肉、木瓜、藻类、海鲜制品、奶酪
黄油

（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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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购买力居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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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晚，记者在 2020 年天猫“双
11”全球狂欢季“双 11”纪录之夜现场
看到，还不到晚上8时30分，今年天猫

“双11”的成交额已经逼近4700亿元，
这个数字比去年天猫“双11”的最终成
交额 2684 亿元高了 2000 亿元。为何
今年的天猫“双11”增速如此惊人？其
快速增长的新动能是什么？

直播 10分钟引导成交
额超去年全天

这几年来，淘宝直播的增速异常
惊人，连续三年超过150%。这是什么
概念？

据公开报道，2018年，淘宝直播全
年引导成交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2019 年，淘宝直播全年引导成交额突
破 2000 亿元，“双 11”当天，开场仅 1
小时 03分，直播引导的成交就超过去
年“双11”全天；8小时55分，淘宝直播
引导成交已破100亿元。

2020年呢？据阿里巴巴不久前公
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截至 2020 年 9月
30 日，淘宝直播 12 个月的 GMV 达
3500亿元人民币。今年，10月21日零
点刚过 10分钟，淘宝直播引导的成交
额就超过去年“双11”全天。仅美妆一
个行业，就有 12个单品在淘宝直播实
现1小时成交额过亿。

数据显示，“双11”预售期间，淘宝

直播每天开播场次同比去年增长超过
50%。商家的直播需求更是爆棚，有
近 200家代播机构为商家提供直播服
务，而这一新型的业态在去年6月才刚
刚诞生。今年“双 11”，更是有亿万网
友选择在淘宝直播，和主播们一起倒
计时等待“上链接”。

在广东顺德，今年成立的淘宝直
播顺德翼播基地是专门服务顺德小家
电产业带的，也是目前顺德地区最大
的专业直播基地。今年 1-8 月，顺德
当地家电行业产值增长 7.2%，出口增
长 6.6%，淘宝直播在其中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

据悉，当前在淘宝直播上，品牌、
商家的自播占了70%（数据显示，今年
2 月份淘宝直播新开播商家数量环比
飙升 719%），场次数占比高达90%。淘
宝直播生态也孵化了全新的服务业
态：帮助中小商家快速开播的代播服
务机构，从 2019 年 6 月的 0 家到现在
快速超过 200家。淘宝直播的内容化
形态，以新的购物体验驱动核心电商
业务的增长，成为帮助消费者发现新
产品和新品牌的最佳途径。

数字化转型成产业带
工厂增长新引擎

顺德小家电产业带过亿！义乌小
商品产业带过亿！南通家纺产业带过

亿！泉州男士精品产业带过亿！清河
羊绒产业带过亿！川渝生鲜食品产业
带过亿……11 月 1 日 0 时至 11 月 11
日12时，2020年天猫“双11”全球狂欢
季已经诞生了 102个成交额破亿的产
业带，其中超过 10亿元成交额的产业
带有10个。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天猫“双11”，
来自全国 2000 个产业带的 120 万商
家、30万个外贸工厂全面参与，需求端
的消费潜力，正在有效转化为供给侧
的增长动能。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业
带显示出更强的韧性和爆发力，率先
打响了疫情后的全面回血之战。浙
江、广东、江苏、福建的数字化标杆产
业带示范效应显著，成交额大幅领跑
全国。四川、河北、广西的产业带成交
额同比增速进入全国前三。

汕头澄海玩具产业带是全球最大
的玩具产业带。疫情至今，澄海玩具
产业带通过天猫、阿里巴巴国际站等
平台，实现了国内市场、海外出口的
双增长，是我国打造经济双循环的典
型例证。

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翁一认
为，在国内外双循环互促、新消费全面
复苏的新形势下，数字化转型成为产
业带工厂增长的新引擎。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
发展中心主任陈端表示，今年天猫

“双 11”是观测后疫情时代新场景、新
消费、新业态等商业生态结构性变化
的一个窗口。从供给侧看，越来越多
的产业带商家参与天猫“双 11”，未来
将吸引更多产业带商家开辟数字化转
型增长的新赛道。

羊城晚报讯 12 日，羊城晚报记
者从国家邮政局官网了解到，根据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11 月 1
日-11 日，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处
理快件 39.65 亿件，其中 11 日当天共
处 理 快 件 6.75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26.16%，再创历史新高。

2020 年是邮政快递业连续第 11
次系统组织迎战业务旺季。今年旺
季范围是自 11 月初至 2021 年春节
（2 月 12 日）前夕，期间各电商平台
的系列促销活动将带动快
递业务量的显著增长。根
据预测，“双 11”期间（11 月
11 日至 16 日），业务量将达
29.7 亿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28%左右，日均快递业务量
达 4.9 亿件，约是日常业务
量的 2 倍。 （林曦）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董柳，通讯
员吁青、蔡娟娟报道：12日，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
审判回避规定的实施细则》，对任
职回避、诉讼回避，以及回避的人
员范围、决定程序和责任追究等
作出明确规定，要求法院工作人
员应全面落实任职回避和诉讼回
避有关要求，确保司法公正和司
法廉洁。

实施细则规定，法院工作人
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
妹、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
妹、子女的配偶、子女配偶的父
母等八类亲属具有律师身份的，
要主动向所在法院组织人事部
门提交书面报告。同时，明确法
院领导干部、审判和执行岗位人
员的配偶、父母、子女担任所任
职法院辖区内律师事务所的合
伙人、设立人的，以及以律师身
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
者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
有偿法律服务的，应当主动提出
任职回避申请。对于配偶、父

母、子女在其所任职法院辖区外
以律师身份执业或担任律师事
务所的合伙人、设立人的，需提
交书面情况说明。

实施细则要求审判和执行
岗位人员实行诉讼回避包括：本
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近
亲属关系的；本人或者其近亲属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担任过本
案的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
验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的；与
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
妻、父母、子女或者兄弟姐妹关
系的；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
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
审理的。对办案人员认为不需
要回避的，实施细则要求应当在
履行诉讼职责之前主动报告或
说明情况，或履行诉讼职责时知
情后立即报告或说明。

实施细则明确，对不按规定
执行回避制度的，由纪检监察或
者督察部门负责处理，并根据情
节给予批评教育、诫勉、组织处
理或者处分。

广东高院出台“审判回避”实施细则：

八类亲属当律师
法院工作人员要报告

今天今天
消息消息

双11当天发了
快递

同比增26.16%

羊城晚报讯 记者汪海晏，通讯员陈琳、
沙婉文报道：“双 11”电商促销落下帷幕，其
中跨境电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成为引
领我国外贸经济新的增长极。据海关总署广
东分署统计，今年“双 11”两波售卖期形成

“双截棍”形态。11 月 1 日至 3 日各大电商企
业开闸，首日即迎来业务小高峰，11 月 1 日至
3 日 共 验 放 广 东 关 区 跨 境 电 商 清 单 量 共
1509.74 万票，货值 28.08 亿元。11 日 0 时至 8
时验放广东关区跨境电商清单量共 1068.1 万
票，货值 5.77 亿元，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传统外贸方式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较大，疫情催生的宅经济和线上消费，
让跨境电商这一外贸新业态迎来了黄金增长
期，成为稳外贸、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助推
器”。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11月1日至

11月11日8时，海关验放广东
关区跨境电商进、出口清单分
别 为 927.99 万 票 、3811.44 万
票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2.08% 、
22.19%；货值分别为 28.21亿
元 、57.1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0.62% ，152.81% 。 值 得 注 意
的是，化妆品、洗护用品、婴
幼儿用品等跨境进口商品受
到广东消费者的追捧，占广
东关区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总
量的近六成。

6.75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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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爱牙工程社区行 正在进行中，即日起致电020-8375 2288申领5000元/颗种牙补贴，享博硕学位种植名医亲诊，免挂号费、专家会诊费！

全城征集缺牙市民享看牙补贴
文/路得

通 知
《广东爱牙工程社区行》
免费广式茶话会，限60名席位

“广东爱牙工程社区行”由广东省临床医学学
会携手德伦口腔举办，希望共同推进“粤口腔健
康”建设。为了让缺牙街坊重新拥有好牙享口福，
德伦口腔特意举办免费广式茶话会，会上除了能
学习口腔知识外，还能私享广式下午茶，凡是参与
活动的街坊尊享“0元拍片检查1次、种植体免费抽
奖、5000元种牙补贴、1折起种牙机会、0元名医亲
诊名额、爱牙礼包1份、现场赢好礼”，茶话会名额只
限60名，致电020-8375 2288立即报名。

进口种植牙低至一折
报名对象：单颗/多颗缺牙、半口/全口缺牙人士

报名热线：020-8375 2288

齐阿姨为车陂分院种植医师点赞齐阿姨为车陂分院种植医师点赞雷阿姨为赤岗分院种植医师点赞雷阿姨为赤岗分院种植医师点赞

种牙重要，好的种牙技术更重要
我们常说缺牙就得及时种，不然后悔一

辈子，种牙固然重要，但好的种牙技术更重
要。因为种牙手术操作要求精细准确，临床
越丰富的医生做的效果就越好。现在市面上
的口腔机构众多，医生的资质也参差不齐，如
何选择一个好的口腔医生，对缺牙市民来说
也是一大难题。

享千名名医亲诊名额
一年一度的口腔届盛事“第九届口腔种植

大师论坛”即将召开。届时将汇聚行业领先的
权威专家和口腔机构，分享种植临床实操实践
的成果。而德伦口腔作为本次大会的指定技
术合作机构，将发放千名口腔种植权威专家亲
诊名额，让缺牙市民不用排队，不花一分钱就
能得到口腔种植名医亲诊机会！

王牌技术，市民权威认可
数字化亲骨即刻修复种牙，通过 3D数字

化实现可视化精准微创种牙，缩短手术时间，
结合亲骨型种植体，提升骨结合率，对比其他
种植方式，能显著缩短治疗时间，减少手术次
数，减轻治疗痛苦，避免大范围植骨。此外，德
伦口腔还根据患者情况特设舒适麻醉科，满足
不同患者的舒适种牙需求，减轻市民种牙恐惧
和疼痛。广东爱牙补贴正式发放，即日起拨打
020-8375 2288领取看牙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