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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全市工商系统 2014 年重点工
作“百日攻坚”行动要求，分局根据工作
方案，结合辖区特点，由个体科牵头，形
成科所联运机制， 加大了无照经营的清
理查处力度，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 截至
目前， 共检查户数 1587 户， 发放预警通
知书 49 份，查办无照经营案件 34 起，引
导督促办照 160 户，罚款 12.35 万元。

其具体做法是：
一、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一是争取

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 根据日常监管
摸底的情况， 将辖区存在的无照经营现
状、产生的原因、在查处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和难点以及对无照经营开展专项整治
的工作方案，及时向当地政府汇报，争取
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二是面向广大
消费者抓好宣传工作。 利用各种行之有
效的宣传形式进行宣传无照经营的危
害。

二、排查细致、监管到位。 成立了由
分局局长任组长， 由分管副局长为副组
长，相关科室、各工商所为成员的领导小
组。 检查采取以各工商所为检查单位，分
局安排专人进行监督抽查， 并充分发挥
网格责任人的作用， 对各自辖区内的企
业、个体工商户进行细致排查，逐家逐户
排查清理辖区内的无照经营户数， 建立
无照经营台账。 并要求做到四清：管理户

数清、管理地址清、管理范围清、经营情
况清。 同时做好巡查记录。

三、加强工作督导。 检查中，对未亮
照经营的， 督促其把营业执照悬挂在门
店最醒目处； 对无须取得许可证或者其
他批准文件即可取得营业执照， 或已经
依法取得许可证、 其他批准文件却未依
法取得营业执照的经营主体， 例如服装
零售、百货零售、已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
的副食店等， 可直接到工商所办理营业
执照。

四、狠抓典型、依法查处。 在总结以
前查处取缔无照经营专项行动的基础
上， 做到有针对性的重点检查与全面性
清查相结合，对屡教不改的“钉子户”及
城乡结合部的无照经营户加大查处力
度，做到不留死角。 坚持做到“查处与教
育相结合”、“引导与规范” 相结合的指
导思想，区别对待，分别采取限期办照、
警告、罚款、扣留财物、查封取缔等措施，
做到标本兼治。 对一些因特殊原因一时
办不了证照的经营户，下达警示通知书，
责令限期补办营业执照； 对屡教不改的
顽固分子则坚决予以查处取缔。 通过执
法、宣传和教育，处理了一批“钉子户”，
对净化市场环境、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起
了良好的作用。

(通讯员 池平)

8 月 18 日， 苏宁易购 818 周年庆大促
进入爆发阶段，以“省到没话说”为主题的
全品类、全渠道、全区域、全天候的五天五
夜终极让利正式开启。据悉，大促首日各渠
道数据全面飘红，“闪拍”、“大聚惠”两大
营销产品捷报频传， 为接下来一周的周年
庆活动开了个好头。

高峰同时在线人数达 1300 万
“为你而省， 苏宁易购”、“省到没话

说” ……这是近期消费者听到关于苏宁易
购最多的宣传语，而到底有多省，随着 818
周年庆大促的爆发， 答案也进一步揭晓：
“大聚惠” 商品 3 折起售，“0 元闪拍”36
场，50 辆汽车“闪拍”竞买，美素奶粉 7 折
抢，精品女装内衣 1.5 折起，天价茅台 0 元
起拍，面膜 1 折销售，单品直降 2000 元……

笔者了解到，大力度的促销活动吸引了
海量消费者的参与，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18 日晚 18 点，苏宁易购一直悉心经营的
“她”经济凸显成效，女性会员占比已经接
近 50%。网站活动高峰期同时在线人数超过
1300 万，“闪拍”活动最高同时在线人数达
到 80 万。 消费者的购买热情甚至使网站和
移动客户端出现了阶段性的网络拥堵。

“闪拍”、“大聚惠”销售爆棚 单
品最高优惠 5.4 万元

据苏宁易购市场中心负责人介绍，“闪
拍”和“大聚惠”是苏宁易购此次 818 周年

庆新上的两款营销产品，后期将一直持续运
营下去， 此次 818 周年庆是一次全面的拉
练，从销售数据来看，两大产品不管是从参
与人数还是销售成绩来看都超过预期。

苏宁易购上述负责人表示， 截至 8 月
18 日晚 18 点，“闪拍”活动顺利完成 5 场，
而惊爆价商品也频频出现。 原价 31 万的沃
尔沃 S60L 汽车被均价 26 万拍走， 最低成
交价为 25.6 万元，优惠 5.4 万，金猴皮鞋拍
出 96 元低价，原价 1000 多元的 prada 电脑
包拍出 40 元，相当于 0.4 折，金装美素佳儿
奶粉被幸运会员以 5 元价格拍走。 有网友
总结“闪拍”经验：提前缴纳保证金，并进
入竞买页面，使用多个浏览器，后边还有近
30 场拍卖，下手要“稳准狠”。

而在“大聚惠”这边销售数据也在不断
飙升中，20 万盒奥利奥夹心饼干已经被 6 万
会员抢购一空，25 万桶 4L 装融氏金色葵园
葵花籽油也早已被抢光，1000 台海信彩电瞬
间被“秒杀”，超过 8000 人购买了 TP-LINK�
无线路由器和金装美素佳儿 3段奶粉。

同时， 苏宁易购 818 周年庆各品类优
惠活动，如母婴美妆“1 元抢”、“超市 5 折
起”、“厨卫低至 1 折”、“家装 2 折起”等
也在同步进行中。 苏宁易购 818 周年庆活
动还有四天四夜， 随着系统稳定性提高和
用户对活动规则的进一步熟悉， 销售有望
进一步爆发。

城中工商分局
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工作见成效

苏宁易购店庆爆棚
高峰时 1300 万人在线

我省旅游
全线火爆

各地旅游接待大幅增长

本报讯 （记者 王雅琳 见习记者
吴梦婷）记者从青海省旅游局获悉，以
往旅游旺季时，仅西宁、青海湖、塔尔寺
等地游客爆满，而我省其余地区上升幅
度不大。 今年这种情况却有了变化，我
省旅游呈现全线火爆态势，“一房难
求” 局面由传统旅游热点地区扩展到
全省大部分州、市，全省各市、州均实现
旅游接待两位数增长。

青海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各地的旅游接待情况看，大美青海品牌
宣传效果持续释放。 1 月至 7 月，全省
旅游接待人数、 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12.9%、27.1%。 海北藏族自治州接待人
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26%、57%；果洛
藏族自治州同比增长 17%、22%， 全省
旅游发展势头不减。 就连玉树囊谦、果
洛久治也出现“一房难求”。

目前，自驾车旅游已成为全省一道
亮丽的风景。青海自驾游产品在全国旅
游客源市场颇具影响力。 全省从东到
西， 从南到北到处都有自驾游的游客。
乌兰县茶卡盐湖景区日接待自驾车突
破 2000 辆。 门源回族自治县观花台景
区日最多接待自驾车 1.2 万辆。 全省 1
月至 7 月来青自驾车 31.6 万辆 （不含
省内自驾车），自驾游已成为青海旅游
的新业态。

青海省旅游局局长吴大伟介绍，我
省将更准确地把握青海旅游发展的客
观规律，分析预判青海旅游发展趋势和
动态，在自驾游产品和营地建设上下功
夫，在旅游扶贫、产业富民、冬春季旅游
产品开发上实现新突破。

更好地保障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省文化新闻出版厅党组书记、厅长曹萍

省委首次把“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
本能力”作为一个系统性工作来安排和部
署， 是省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
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新
成效的重要举措。

2013年， 省文化新闻出版
厅投入 2024 万元，开展青海省
“三区” 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
作者专项选派培养工作， 选派
893 名文化人才赴全省各县、乡
开展宣传、培训工作，以集中培
训的方式举办培训班 36 期，培
训县、乡文化管理干部、文化专
业技术人员、 农牧民技能技艺
人才 1818 人次， 实现全省各
县、乡文化人才培训全覆盖。 今
年已落实“三区”人才支持计
划文化工作者专项经费 2309
万元。 这项工作极大地提升了
基层文化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为全省基层文化工作的开展提
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和坚强的

保障。
今后一段时间，全省文化新闻出版系

统将充分认识加强“三基”建设的重大意
义，准确把握“三基”建设的目标和举措，

切实加强对“三基”建设的组织领导，结
合工作实际，深入基层，脚踏实地，真抓实
干，确保“三基”建设不走过场，取得实
效。 一是要加强学习教育，把握好省委十
二届六次全会精神实质，谋划好下半年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并制定文化新
闻出版系统实施方案。 二是厅系统党员领
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做好会议精神贯彻落
实工作。 三是要把“三基”建设和日常工
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全力推动全省文化新
闻出版工作健康快速发展。 四是以开展
“三基”建设为契机，加强组织纪律性，更
好地保障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 （本报记者 姚兰 整理）

我省土特产登上网络热销榜
●牛肉干：青海品牌全部榜上有名
●青稞酒：前 47 位青稞酒热销商品全部来自青海
●虫 草 ：近三十天成交指数 “火箭式 ”增长

本报讯 （记者 王雅琳 见习记者 吴
梦婷 ) 在全国青稞酒销售网络搜索排名
中，前 47 位全部来自青海；牦牛肉干大类
中， 可可西里的热销指数为全网第一、西
北骄占到第五，前五十位排名中，青海数
得上的牛肉干品牌全部榜上有名；青海虫
草最近三十天的成交指数上升，与去年同
期相比上升 2600.0%……上述让人提气的
数据，全部来自于淘宝网最近发布的消费
者数据研究平台。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
网络正在改变传统的营销方式，也让青海
企业有了更加宽广的平台。

8 月 21 日，记者通过淘宝网消费者数
据研究平台———淘宝指数，搜索青海冬虫
夏草、青稞酒、牦牛肉干、枸杞、酿皮、老酸
奶等青海土特产品，结果让人惊喜。 淘宝
网和天猫总数据显示：冬虫夏草的搜索指
数一直在提高，7 月 13 日，达到过 4404，8
月 6 日达到过 3144。 根据淘宝网数据分
析，在最近三十天，虫草的搜索指数与去

年同期相比上升 203.4%。
数据显示，喜爱青海虫草的用户第一

位为湖北，其次为北京、黑龙江、吉林、河
南、江苏等地。

记者发现，青海特产，在全国同类市
场上均占据重要位置。 比如，在全国牦牛
肉干大类中，虽然有西藏、四川、甘肃、宁
夏等地牦牛肉干在同台竞争，但青海产品
占据着最重要位置：可可西里的牦牛肉干
热销指数全网第一，达到 7573。 这个热销
指数，是第二、三、四名的总和。 在搜索时，
记者还发现一个现象，五香味的牦牛肉干
超越麻辣、咖喱等口味，成为网络销量第
一。

而青稞酒大类中，青海品牌更显现出
绝对的优势。 销量趋势排行中，天佑德的
热销指数为 503，互助为 250，排在第三位
的西藏某青稞酒品牌热销指数仅为两位
数。 而在相关商品排行中，前 47 位青稞酒
的热销商品全部来自青海。

相比牦牛肉干、 青稞酒、 虫草的独领
风骚，青海枸杞在热销指数排名中，被宁
夏枸杞压了一头，分别在第 11、12、26 位，
但青海枸杞的热销指数也达到了 4010，同
时全网平均价格是宁夏枸杞的 4 倍。

在搜索中， 记者发现， 淘宝网对青海
高原绿色农畜产品的预测趋势均为：小幅
上升、上升。 青海制造，正在越来越被网络
购物达人认可、喜爱。

青海西北骄天然营养食品有限公司营
销总监唐峰介绍：针对目前网络营销越来
越火的趋势，从今年 1 月起，西北骄公司
开始设立网络营销部， 专人跟进网络促
销、营销等事务。 目前，仅网购，公司每年
销售额就达到四五百万元。

（名词解释：搜索指数，是指数化的搜
索量，反映搜索趋势，不等同于搜索次数；
成交指数， 是指由搜索带来的成交量，并
进行指数化处理；反映成交趋势，不等同
于成交量或成交金额。 )

一把手谈“三基”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