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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能痛痛快快打折

“烧脑优惠”，每项都有套路

山东高危行业开展“安强险”试点
保费由企业缴纳，财政将提供保险费补贴

□记者 袁涛 王川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10日，记者从省政府

常务会议上获悉，2017年11月起至2019年12
月底，我省确定在全省开展高危行业强制实
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试点期间，全省
范围内的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
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
炼、渔业生产等高危行业领域将强制实施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化工行业将全面推行，其
他行业领域将积极推广。

据了解，保险实施方式与道路交通领域
的“交强险”类似，这是我省首次在安全生
产领域推行“安强险”。

省安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安全生产
领域引入保险制度，特别是高危行业强制实
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利用市场机制和社
会力量加强安全生产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举
措。2007年起，我省开始在济南、淄博、
潍坊3个市进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
2009年，我省在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民爆器材等行业全面推开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试点工作。2011年10月，全省部
署开展了新一轮试点工作。2016年，全省
试点范围内企业投保近9000家，保费收入
9400多万元，累计保额约1100多亿元，赔
偿2000多万元，用于防灾防损方面的费用
近3000万元。

此次我省在高危行业强制实施的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将按照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
的原则，实行全省统一的保险条款和费率，
保费由企业缴纳，可以从安全生产费用中列
支，不得以任何方式摊派给从业人员个人。
保险范围为投保的企业从业人员和第三者人
身伤亡补偿费用、应急抢险救援、事故处理
善后费用，以及医疗救护、财产损失、事故
鉴定、法律诉讼等费用。对从业人员接触有
毒有害物质或具有其他严重职业病危害的企
业，可以增加职业病保险。保险公司将建立
快速理赔机制，在事故发生后按照法律规定
或者事先约定先行垫付部分赔偿金，并严格
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生产安全事故或者职
业病损害保险赔偿金。高危行业企业应按规
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未投保的将依据
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试点期间，我省将建立实施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试点财政奖励制度，各级财政将为强
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高危行业提供保
险费补贴。

□记者 张春晓 徐超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

政厅联合印发《山东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工作方案》，全面启动工伤保险基金省级
统筹工作，确定到2020年全面实现“一调
剂、五统一”的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

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工伤保险制度，
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意味着什么？省人
社厅工伤保险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基金省
级统筹，有利于增强工伤保险基金的抗风
险能力，缓解个别地区基金支付压力；实
现省级统筹“五统一”，有助于提升服务
能力和管理水平。

《方案》明确，2017年底，建立工
伤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2020年，实现
省级统筹“五统一”，即在全省范围内
统一工伤保险参保范围和参保对象，统
一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和缴费标准，统一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办法，统一工
伤保险待遇支付标准，统一工伤保险经

办流程和信息系统。
《方案》规定，整体工作分三个阶段进

行。2017年10月底前，各市按时上解工伤保
险省级调剂金。同时，进一步规范工伤保险
市级统筹工作，实现工伤保险基金在设区的
市范围内统收统支。到2017年底，重点建立
工伤保险省级调剂金制度，完成基金上解任
务，初步运行调剂金制度。

2018年－2019年进行第二阶段的工
作，开展专项调研，制定《山东省工伤保
险基金省级统筹暂行办法》，并做好政策
培训、信息系统整合等准备工作。计划
2018年完成信息系统建设和社会保险服务
标准化推广，2019年组织试点。

第三阶段全面落实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五统一”政策，规范运行工伤保险信息
系统，健全完善省级调剂金制度，加强工
伤保险基金管理，各市不再保留储备金、
调剂金。成立工作督导组，确保2020年底
前实现省级统筹。

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
全面启动

□大众报业记者 周青先 报道
11月11日，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宿舍区，“剁手族”凌晨抢购的东西开始陆续

到货，同学们纷纷前来收取。

□记者 李铁 报道
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 物流体验是网

购消费者十分看重的购物体验。作为“双
11”网购狂欢节的另一家巨头，京东智慧
物流让今年的快递速度明显加快。今天截
至11点15分，京东物流仓库发货量已经超
过去年“双11”全天；截至下午16点，成
功配送单量突破638万单。

今天上午，在京东华北物流中心的仓
库中，京东自主研发的搬运型AGV机器
人正在配合搬运大宗的商品。这款自动导
引小车载货达300公斤以上，可用于货物
在库房内的搬运，通过调度系统与人工智
能可灵活改变路径，实现自动避障与自主
规划路径。

今年“双11”期间，北京、上海、
青岛等13个“亚洲一号”智慧物流中心
及全球首个全流程无人仓、昆山无人分
拣中心以及全自主研发的武汉无人仓等
全面投入使用。据了解，全面投入使用
的青岛“亚洲一号”智慧物流中心，应
用了自动存取系统(AS/RS)、高速自动
分拣系统、物联网等高新技术，效率也
因此大大提升。据测算，物流中心实际
存储能力超过200万SKU，平均日存储
商品件数近千万件、年订单处理能力过
亿单。

除青岛外，济南物流中心也在本月
初引入了智能分拣机器人等“黑科技”
设施。

“双11”广泛应用
智慧物流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胶州11月11日讯 零点44秒下

单，早上8点36分就收到了从京东上购买
的手机。对于今年的“双11”购物体验，
家住胶州市云溪街道太湖路的邱先生直
呼：“太快了，简直不敢相信！”

快速的购物体验，得益于今年10月启
用的京东“亚洲一号”青岛物流园，该园
区位于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近
32万平方米，是集物品运输、储存、装
卸、包装、物流加工、配送等功能于一体
的现代化电子商务运营基地，订单处理能
力达到每年1亿单。

今天上午9点，记者来到该园区。刚
刚启用的5号、6号、8号仓库内，1160名
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着。消费者购买的
各类产品经拣货、打包后传送到6号仓
库，这里是物流园的智能自动化分拣中
心，也是整个项目的“神经中枢”。订单
货物在这里细分归类后，装上物流车，运
送到青岛及周边城市的配送站，再由投递
员送到消费者手中。

“这里运用的高速自动化分拣系统，
适用于中、小件型的包裹分拣，配合全自
动供包形式，最大程度降低人员投入，提
高分拣效率。比一般的系统效率提高了2
倍，成本降低了70%。”京东山东省分公
司市场营销负责人隋臻介绍。

据了解，截至目前，京东山东省分公
司共在济南、青岛、潍坊、济宁4座城市
运营10个大型仓库，在6座城市运营6个大
型分拣中心及中转场，拥有257个配送
点，4000余名配送人员，实现了山东境内
的全覆盖。

午夜下单早晨到货

■物流

□记者 戚加绚 通讯员 付德水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铁路局开展普速列车禁烟宣

传活动，强化旅客消防安全意识，共同维护车厢内健康、
良好的空气质量，让列车拥有一个安全洁净的运行环境。
截至目前，济南铁路局已在所属30 . 5对普速旅客列车全面
实行禁烟措施。

活动中，在济南客运段担当的普速列车上，乘务员利
用列车广播加强车内禁烟宣传，向广大旅客讲解“吸烟有
害健康”健康知识和公共场所禁烟有关规定。邀请消防安
全专业人员向广大旅客讲解列车防火、火灾应急处置和火
场逃生等方面知识，现场解答旅客咨询问题。青岛客运段
将普速列车车厢连接处烟灰缸贴上封条，张贴禁烟标志，
列车乘务人员加大列车厕所、车厢连接处重点巡视，及时
劝阻违规吸烟行为。

济铁所属30 . 5对普列

全面禁烟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获悉，山东

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任廷琦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
受组织审查。

任廷琦，男，1960年8月生，汉族，山东牟平人，研
究生学历，1982年7月参加工作，199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9年3月任烟台师范学院副院长，2003年11月任烟
台师范学院院长，2006年7月任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
记、校长，2011年12月至今任山东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

山东科技大学校长

任廷琦接受组织审查

□记者 杨学莹 毛鑫鑫 通讯员 陈恒亮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

目前，我省青岛、济宁等16个设区市以政府名义出台了大
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政策文件。其中，济南市在土地出让
环节明确提出按照不低于40%的比例采用装配式技术建设；
济南、青岛、烟台等市将装配式建筑建设要求纳入项目建
设条件意见书。

除了设区市，今年新增的县级示范城市单县、蓬莱
市、枣庄市峄城区均以政府名义出台了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的政策文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统计，截至9月底，全省装配式
民用建筑新开工面积1402 . 91万平方米，完成全年任务
的70 . 1%，施工面积2349 . 49万平方米，已竣工81 . 7万
平方米，聊城、济南已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累计实
施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66个，9个已竣工、43个正
在施工。

16市出台政策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买东西比考试还难”“看完各种活
动规则，我焦虑了”“据说今年‘双１１’
是最难的一届”……今年的“双１１”电商
购物节，与瞬时成交量一起翻番的，是消
费者对电商平台“烧脑优惠”的吐槽。

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来个“全场五
折”？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揭秘
“烧脑优惠”背后的“电商营销逻辑”。

张伟（化名）曾长期在某电商平台参与
项目化营销策划。所谓“项目化营销策划”
就是由牵头人带一个团队，承包式地为某
一个销售节点做出全套的销售方案。内容
包括：编制促销预算、制订广告计划、锁
定目标受众以及促销优惠设计。

“优惠其实是一种定价策略。”张
伟说，优惠主要体现在价格制订上。价
格可能因地点不同，有地理定价；因对
象不同，有价格折扣和折让；此外还会
有促销定价、差别定价、产品组合定价
等等。每一种定价都是为一定的目标客
户设计，因此，可以说“每一项优惠背
后都有套路”。

今年“双１１”最烧脑的是优惠不断套
叠，让网友们惊呼“比奥数还难”。“本质上
很简单，就是平台商家拿出一个降价幅度，
电商平台设计成优惠，这些优惠可以按品
类、地域、时限进行任意划分，划分得越细
优惠叠加越多。”张伟把优惠套叠比作一张
张网套在一起，“网密了才好捕鱼”。

优惠为什么要烧脑？接受采访的线上
线下销售平台从业者、商家都表示，如果
一律搞“全场五折”，“双１１”就很难玩
起来了。

武汉一家女装网店主杨丽（化名）表
示，这个“双１１”主要做两件事：降价、
买流量。“剁手党”们的折扣最终来自像
她这样的商家让利，电商平台不出一分
钱，只是把商家让利包装设计成纷繁复杂
的优惠活动。

这些优惠活动可以说是帮“剁手
党”省钱的黄金链接，其实更是广告位
和流量入口。为了获得流量，杨丽不仅
拿出多款产品参加“０元购”，还花费
了平时２－３倍的价钱购买“直通车”。
依靠竞价排名的直通车，她的商品得以
在优惠页面展示。

犹如俄罗斯套娃，优惠形式层层叠
叠，杨丽们的展示空间就越多。“没有优
惠导流，我们就没流量可买，没有流量和
成交量，顾客就再也搜不到我们了。”杨
丽觉得，如果简单粗暴地实行“全场五
折”，她就无法靠买流量从千万平台商家
中脱颖而出。

引流只是优惠复杂化的目的之一，
“烧脑优惠”还可能是老鼠拉木锨——— 大
头在后边。“如果消费者愿意尝试‘烧脑
优惠’，他们可能还愿意接受分期付
款。”张伟说，漫长的优惠变现之路可以
嵌入“白条”“花呗”等更多产品，利用
人们的消费意愿，挖掘他们的消费能力。

“精明的消费者喜欢精明的折扣，但
不能太复杂。”三胞集团高级助理总裁花
贵侃说，不论线上还是线下，优惠活动适
当复杂，会增加消费冲动，但是复杂到算
不清，就会让消费者无所适从，产生不好
的消费体验。

（据新华社南京11月11日电）

□ 李剑桥 李超

有“山东淘宝第一村”之称的博兴县
锦秋街道办事处湾头村村民从11日零点就
守在电脑旁，通宵等着接收订单。

上午，大街上空荡荡的，基本没有
人，大部分人家大门紧闭，巷子里更是难
见人影。

记者来到一家店铺，工作人员都在低
着头赶制工艺品。正在赶制藤编凳子的刘
女士说：“今天太忙了，这一天的订单可
以抵得上平常两个月呢。”

薛爱松在湾头村经营一家名为雅艺尚

品的草柳编工艺品店铺，记者来到店里时
他正紧紧盯着电脑接收订单。“今年很不
错，从11日零点到上午11点已接收了4500
多个订单，已经超过了去年“双11”全天
的销售量了，零点到凌晨2点这段高峰期就
有3000多单，真是出乎意料啊！”薛爱松喜
笑颜开，和记者对话的时间，他店里尽是键
盘敲击声和电脑接受消息的叮咚声。

湾头村党支部书记安之庆介绍，该村
现有1700余户，其中800余户在经营淘宝
网店，初始都是家庭作坊式经营单一草柳
编工艺品，如今很多商户都有了自己的品
牌，有的在业内成了名牌。

“山东淘宝第一村”：街上静家里忙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11月11日24时整，2017天猫“双11”
全球狂欢节的交易数字最终定格在1682亿
元，产生8 . 12亿个物流订单，无线成交
占比90%。这是全球买家共同创造的电商
平台单日网购交易额新纪录。其中，山东
买家半天就花掉去年双11全天的钱，全天
贡献约75亿元，排名全国第六位。

由于今年“双11”正好是周六，“剁
手族”的热情不受上班的牵绊，交易增长
曲线高峰时段分布更广、延续时间更长。
13时09分49秒，天猫“双11”成交额突破
1207亿元，原纪录就此被打破。而山东
“剁手族”在阿里平台花掉去年“双11”
全天的钱——— 59 . 5亿元，也仅用时14小
时27分。手机、羽绒服、毛呢外套、平板
电视、空调是最受山东消费者青睐的商
品。最能买的前五名城市依次是青岛、济

南、烟台、潍坊、临沂。
11日上午，已有不少网友晒出签收的

快递：“你的包裹到了，请查收！”“你
们还在抢东西，我已经收到快递。”天猫
“双11”全球狂欢节开场仅12分钟，全网
第一单在上海完成签收；33分钟，跨境第
一单送到宁波消费者手中；69分钟，农村
第一单在贵州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完
成。菜鸟数据显示，18时49分，物流订单
量突破6 . 57亿，超越2016年“双11”全
天。发货量前十的省市分别是：浙江、广
东、江苏、上海、福建、山东、安徽、湖
北、北京和河北。

截至11日上午8时，2017天猫“双
11”全球狂欢节已有82个过亿品牌，其中
海尔等一批中国品牌率先跻身“亿元俱乐
部”。洗衣机、平板电视、冰箱、空调等
家电成为山东企业最热卖的商品。

（本报上海11月12日电）

天猫“双11”销售1682亿元创造新纪录

山东人花掉75亿全国排第六
●手机、羽绒服、毛呢外套、平板电视、空调是最受山东消费者青

睐的商品

●最能买的前五名城市依次是青岛、济南、烟台、潍坊、临沂

■山东

济南保有机动车

超过200万辆
警方表示目前仍暂不考虑

限牌限购措施

□记者 饶翔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9日，济南市车管所公布最新数据显

示，济南交通进入“200万时代”——— 截至10月25日，全市
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000157辆。

“如果所有汽车首尾相连，可环绕城高速92圈。单算停
车面积，占到了济南土地面积的近三成。”济南市交警支队
交通处科研室主任田云强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济南净增机动车数量为175959辆，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1 . 39%。市民购车已经从刚需到改善性
需求过渡，购买家庭第二辆车的车主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汽
车保有量继续呈快速增长趋势。

不过，田云强表示，目前仍暂不考虑限牌、限购措施，
而将通过提高用车的时间、经济成本，“限用不限购”地来
引导市民绿色出行。

“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对于济南的交通状况
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济南不会通过限购政策来治理
拥堵。限购政策虽然强制性地降低了小汽车保有量的增长
速度，但它并未真正实现相应交通需求的自愿转化。大量
的购车人群只能加入‘摇号’的排队行列或通过高成本来
取得使用小汽车出行的权利，经过一定时间，这部分需求
仍将转化为小汽车出行，因而小汽车出行需求并未真正得
到有效降低。”田云强表示，减少购买不等于减少使用，
限购政策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由于中签率不断降
低及竞价的不断提高，民众对相关政策的抱怨度也会逐步
提升。

田云强说，济南将逐步推进实施增加汽车使用成本
调控政策，按照“中心高于外围、路内高于路外、地上
高于地下、高峰高于低峰”的原则，实行提高停车场停
车收费标准、推行路内停车收费等措施。严格落实摩托
车、超标电动车禁行，过境货车绕行，大货车限行等措
施，通过提高使用成本，调控机动车无序增长和交通流
量过快上升。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济南机动车保有量从突破100万辆到跨过200万辆大

关，只用了9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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