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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来领料。”黄陵矿
业二号煤矿综采队职工李工穿
着井下工作服，站在二号煤矿物
资超市领料窗口前，要赶在下井
前领好工作急需的截齿。

窗口的另一边，超市工作人
员王恒军迅速打开物资超市系
统，用很短的时间在系统上输入
该物资的编码信息，确认好该物
资的规格型号、价格、供应商和
货位号后，向职工直接办理“一
键出库”。

系统自动默认该区队领料
物资所需的费用后，直接打印出
库票据，流程结束后，该工作人
员转身径直走向领料物资所在
货位。

三秦都市报记者了解到，自
今年7月份以来，经过充分论证、
科学分析，黄陵矿业依托物资采
供管理平台，按照超市经营模式
相继在所属矿井建立了“井口物
资超市”。

“物资管控是降低生产成本

的重要组成部分，流程环节越
多，资金投入就越大，人力、库存
等浪费也就越多。建立井口物
资超市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降
低了材料采购价格和生产成本，
减少了企业占用资金，提升了企
业经济效益。”黄陵矿业公司机
电处处长袁建平告诉记者。

“井口物资超市就好比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场所，所有的商家
竞标之后都可进行铺货，同一种
产品也有三种以上的品牌供矿
井选择，而且是使用完了月末统
一结算，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库存
资金压力。”瑞能煤业副经理袁
红平说道。

“井口超市”不光是让职工
少跑了腿，降本增效的效果也是
十分显著。自7月份开始投入使
用到目前，短短三个月就减少了
1000余万元的企业库存资金。

井口超市工作人员冯志艳
介绍，现在矿上所有材料在一个
库房，领用都是电子交易，生产、

机电、通风等专业部室通过物资
采供管理平台对各区队的订单
额度把关审批，杜绝了“私用、超
用”等现象，每天用多少，库存还
有多少，不会出现误差，更不会
对生产造成影响。

谈及下一步物资管理工作
规划，黄陵矿业公司副总经理梁
平说：“井口超市的运行，减少了

各矿井的库存储量，控制了材料
成本‘闸门’，也为我们有效掌握
各矿井材料使用实际情况提供
了大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对
超市物资储备范围进一步扩大，
对现有系统进行进一步的升级，
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
文/图李金玲何明伟权春晖

本报记者 魏彤

“十一”黄金周，全国各大
景点迎来火爆人潮的同时，国
内电影院却遇到了不小的“寒
流”。据统计，整个国庆档 7天
票房为19.05亿元人民币，相比
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21%。与之
相反的是，乐信旗下分期乐商
城却逆势迎来大幅增长，7 天
里电影票销量相比平时翻了一
番。这显示，分期正在成为中
国当前年轻人惯用的生活
方式。

数据显示，2018 年春节档
和刚刚过去的暑期档，全国电

影票房都表现不俗，分别达到
57.71亿元和173.76亿元。但是
国庆档却显得动力不足，10月1
日全国票房 3.62 亿元，同比
2017年下降6%，此后更是每日
下跌。

业内人士分析，票房遭遇滑
铁卢的主要原因有多方面，首先
开心麻花的第四部电影《李茶的
姑妈》口碑不佳，票房远低于预
期，此外，张艺谋冲奥影片《影》
叫好不叫座，而《胖子行动队》等
其他影片，缺乏关注度。

多重因素叠加造成国庆档

票房不佳，但在分期乐商城，电
影票的销售状况却截然相反。
据分期乐相关负责人介绍，从9
月30日开始，分期乐便迎来了电
影票销售小高峰，这一状况一直
持续到10月6日，这7天电影票
销量，相比平日周末都有 100%
以上的增长，“虽然 7日略有下
降，但仍比平时要多不少。”该负
责人告诉记者。

“总体来看，这几年分期
消费理念已经被更多年轻人
接受，在分期乐上买东西，成
为了不少年轻人的首选，”该

负责人说，“全国票房更多的
是反映影片质量，而分期乐销
售数据则反映的是用户消费
行为。”

据悉，分期乐是乐信旗下品
质分期购物商城，成立于2013年
10月，是中国分期购物电商模式
的开创者。目前，分期乐商城与
苹果、宝洁、欧莱雅、oppo、vivo、
美的等众多知名品牌建立了官方
合作，已成为众多品牌销售量仅
次于京东、天猫的第三大互联网
渠道。

本报记者任荣 魏彤

本报讯（记者王媚）近日，
携程正式宣布成立丽呈酒店集
团，通过将全国一二线城市的
高星级酒店结成“同盟”，借助
携程大数据分析与服务等，助
力酒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
断提升业绩与服务水准。

丽呈 COO 孙刚介绍，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国人生活质
量的不断提高，高端酒店市场
一定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今年将有50家左右高星
酒店加入丽呈酒店集团，这些
酒店多位于上海、北京、广州
等一线城市。同时，丽呈将根
据不同定位，将酒店细分为三

大品牌，分别是定位超高端酒
店品牌的“丽呈华廷酒店”、高
端全服务酒店品牌的“丽呈酒
店”以及高端特色酒店品牌

“丽呈睿轩酒店”。
据悉，丽呈作为携程大住

宿事业群下属的重要战略布
局，就目前丽呈的规划，明年

丽呈加盟酒店数将达250家，
2020 年达到 500 家以上的规
模。丽呈会给予高星单体酒
店和酒店集团带去更多可复
制的系统化管理、系统化营销
的经验和模块工具，以此帮助
合作伙伴快速的在市场规模
和竞争力上进行提升。

本报讯（记者张永宁）10
月9日，来自新电商平台拼多
多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间，
平台交易总额同比增长300%
以上，展现了一至六线城市人
群多层次消费升级的强劲动
力。数据统计，10月8日拼多
多针对一二线城市消费者推出
的五常大米，不到24小时即销

售逾万单超10万斤，而此前定
向补贴四五六线城市的新款
iPhone售出已逾2万部。

国庆期间，我国各地标志
性农产品在拼多多平台供不应
求，产生超过 500 万个订单。
云南丘北县雪莲果在拼多多平
台上线两天即销售30多万斤，
主购买群体与五常大米类似，

主要为来自一二线城市的社区
消费者以及非产地区域的四五
六线城市消费群体。

此外，国货新生品牌和传
统知名品牌销量与拼多多齐
头并进，其中，日化、3C、食品
饮料等类别产品增长尤为明
显，包括VIVO、超能、立白等
在内的知名品牌销量，较上季

度环比增长 50%。据第三方
企鹅智酷数据显示，约25%的
拼多多用户在平台上产生了
全新购物需求，购买了很多原
来不曾使用甚至没有见过的
产品，约 13.7%的拼多多用
户，此前的消费渠道完全依赖
于线下，其中包括大量从未使
用过网购的人。

惠安公司前三季度
主营业务收入16亿

本报讯（仝婕记者亓敏）近日，记
者从惠安公司获悉，公司前三季度主营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6亿元，同比增加
16.8%，达到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工
业总产值累计完成23.7亿元，同比增加
13.6%，利润总额累计完成18799万元，
完成北化集团下达年度考核指标的
81.7%，同比增加66.1%。

前三季度，惠安公司克服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市场竞争加剧、环保趋紧等
诸多不利因素，有效推进生产经营工
作，总体态势稳中向好。军民品发展规
模不断扩大，盈利能力快速提升，其中
丝束、涂料、醋酐产品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47.4%、30.9%、72.5%，成本费用率和
资产负债率均控制在北化集团下达考
核指标范围内。

渭南供电实现
企业用户线上缴费

本报讯（王宏安记者冯红林）近日，
随着首笔通过“电e宝”企业电费网银千
万元电费的成功汇入，标志着国网渭南
供电公司企业线上缴费实现零突破。

自国网公司推广电费网银以来，渭
南供电公司积极响应，从2018年6月开
始，协同电商公司营销服务中心西北分公
司全面开展“电e宝”企业电费推广，先后
向陕煤、陕化、渭化、龙钢集团推广电费网
银，切身收集用户购电需求。8月份，陕
西省地方电力渭南供电分公司与公司、
电商公司首先达成企业缴费三方协议，
共同探索差异化企业电费缴纳新场景，利
用“电e宝”企业网银24小时全天候自助
缴费的优势，强化陕西地方电力与国网陕
西电力共享发展，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西安思源学院
20周年校庆举办

本报讯（张树灵记者 魏彤）10月
1日，西安思源学院建校20周年庆典在
校田径运动场举行。陕西省委高教工委
书记董小龙，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
书记王小力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大会
由西安思源学院党委书记张兴邦主持。
西安思源学院校长安宇在学校工作报告
中系统回顾和梳理了学校建校以来在教
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展望了未来学校发
展宏伟愿景。他表示，二十周年校庆是
对学校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是对办学
成果的系统检阅，更是对大学精神的凝
练和提升。20年来，学校在多个领域取
得了一系列突出的业绩，培养了一大批
社会急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陕西鲁能
宜君光伏并网发电

本报讯（井丽君记者冯红林）近
日，经过铜川供电公司的前期努力，陕
西鲁能宜君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并网投
运。该项目的并网对于优化电源结构、
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该项目位于铜川市宜君县尧生镇
马家原与丈八塬村之间，由陕西鲁能宜
君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计划分期建设
200MW的新能源项目，包括100MW风
电和100MWP光伏。铜川供电公司主
要承担着该工程的输电线路施工及
330千伏金锁变电站设备间隔接入任
务。自2018年3月施工建设以来，该公
司克服山区施工难度大等各种困难，经
过线路施工、设备开关就位、保护调试
后，于9月26日至28日人员加紧施工，
确保了设备的按期并网投运。

传统项目搭上“信息化”快车
黄陵矿业井口超市解决物资管理大难题

黄陵矿业职工在“井口超市”领取物资

携程宣布成立丽呈酒店品牌

拼多多“十一”黄金周交易额增3倍

分期商城逆势增长

分期消费最受年轻人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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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来领料。”黄陵矿
业二号煤矿综采队职工李工穿
着井下工作服，站在二号煤矿物
资超市领料窗口前，要赶在下井
前领好工作急需的截齿。

窗口的另一边，超市工作人
员王恒军迅速打开物资超市系
统，用很短的时间在系统上输入
该物资的编码信息，确认好该物
资的规格型号、价格、供应商和
货位号后，向职工直接办理“一
键出库”。

系统自动默认该区队领料
物资所需的费用后，直接打印出
库票据，流程结束后，该工作人
员转身径直走向领料物资所在
货位。

三秦都市报记者了解到，自
今年7月份以来，经过充分论证、
科学分析，黄陵矿业依托物资采
供管理平台，按照超市经营模式
相继在所属矿井建立了“井口物
资超市”。

“物资管控是降低生产成本

的重要组成部分，流程环节越
多，资金投入就越大，人力、库存
等浪费也就越多。建立井口物
资超市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降
低了材料采购价格和生产成本，
减少了企业占用资金，提升了企
业经济效益。”黄陵矿业公司机
电处处长袁建平告诉记者。

“井口物资超市就好比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场所，所有的商家
竞标之后都可进行铺货，同一种
产品也有三种以上的品牌供矿
井选择，而且是使用完了月末统
一结算，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库存
资金压力。”瑞能煤业副经理袁
红平说道。

“井口超市”不光是让职工
少跑了腿，降本增效的效果也是
十分显著。自7月份开始投入使
用到目前，短短三个月就减少了
1000余万元的企业库存资金。

井口超市工作人员冯志艳
介绍，现在矿上所有材料在一个
库房，领用都是电子交易，生产、

机电、通风等专业部室通过物资
采供管理平台对各区队的订单
额度把关审批，杜绝了“私用、超
用”等现象，每天用多少，库存还
有多少，不会出现误差，更不会
对生产造成影响。

谈及下一步物资管理工作
规划，黄陵矿业公司副总经理梁
平说：“井口超市的运行，减少了

各矿井的库存储量，控制了材料
成本‘闸门’，也为我们有效掌握
各矿井材料使用实际情况提供
了大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对
超市物资储备范围进一步扩大，
对现有系统进行进一步的升级，
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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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据统计，整个国庆档 7天
票房为19.05亿元人民币，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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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这显示，分期正在成为中
国当前年轻人惯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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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少年轻人的首选，”该

负责人说，“全国票房更多的
是反映影片质量，而分期乐销
售数据则反映的是用户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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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大数据分析与服务等，助
力酒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
断提升业绩与服务水准。

丽呈 COO 孙刚介绍，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国人生活质
量的不断提高，高端酒店市场
一定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今年将有50家左右高星
酒店加入丽呈酒店集团，这些
酒店多位于上海、北京、广州
等一线城市。同时，丽呈将根
据不同定位，将酒店细分为三

大品牌，分别是定位超高端酒
店品牌的“丽呈华廷酒店”、高
端全服务酒店品牌的“丽呈酒
店”以及高端特色酒店品牌

“丽呈睿轩酒店”。
据悉，丽呈作为携程大住

宿事业群下属的重要战略布
局，就目前丽呈的规划，明年

丽呈加盟酒店数将达250家，
2020 年达到 500 家以上的规
模。丽呈会给予高星单体酒
店和酒店集团带去更多可复
制的系统化管理、系统化营销
的经验和模块工具，以此帮助
合作伙伴快速的在市场规模
和竞争力上进行提升。

本报讯（记者张永宁）10
月9日，来自新电商平台拼多
多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间，
平台交易总额同比增长300%
以上，展现了一至六线城市人
群多层次消费升级的强劲动
力。数据统计，10月8日拼多
多针对一二线城市消费者推出
的五常大米，不到24小时即销

售逾万单超10万斤，而此前定
向补贴四五六线城市的新款
iPhone售出已逾2万部。

国庆期间，我国各地标志
性农产品在拼多多平台供不应
求，产生超过 500 万个订单。
云南丘北县雪莲果在拼多多平
台上线两天即销售30多万斤，
主购买群体与五常大米类似，

主要为来自一二线城市的社区
消费者以及非产地区域的四五
六线城市消费群体。

此外，国货新生品牌和传
统知名品牌销量与拼多多齐
头并进，其中，日化、3C、食品
饮料等类别产品增长尤为明
显，包括VIVO、超能、立白等
在内的知名品牌销量，较上季

度环比增长 50%。据第三方
企鹅智酷数据显示，约25%的
拼多多用户在平台上产生了
全新购物需求，购买了很多原
来不曾使用甚至没有见过的
产品，约 13.7%的拼多多用
户，此前的消费渠道完全依赖
于线下，其中包括大量从未使
用过网购的人。

惠安公司前三季度
主营业务收入16亿

本报讯（仝婕记者亓敏）近日，记
者从惠安公司获悉，公司前三季度主营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6亿元，同比增加
16.8%，达到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工
业总产值累计完成23.7亿元，同比增加
13.6%，利润总额累计完成18799万元，
完成北化集团下达年度考核指标的
81.7%，同比增加66.1%。

前三季度，惠安公司克服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市场竞争加剧、环保趋紧等
诸多不利因素，有效推进生产经营工
作，总体态势稳中向好。军民品发展规
模不断扩大，盈利能力快速提升，其中
丝束、涂料、醋酐产品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47.4%、30.9%、72.5%，成本费用率和
资产负债率均控制在北化集团下达考
核指标范围内。

渭南供电实现
企业用户线上缴费

本报讯（王宏安记者冯红林）近日，
随着首笔通过“电e宝”企业电费网银千
万元电费的成功汇入，标志着国网渭南
供电公司企业线上缴费实现零突破。

自国网公司推广电费网银以来，渭
南供电公司积极响应，从2018年6月开
始，协同电商公司营销服务中心西北分公
司全面开展“电e宝”企业电费推广，先后
向陕煤、陕化、渭化、龙钢集团推广电费网
银，切身收集用户购电需求。8月份，陕
西省地方电力渭南供电分公司与公司、
电商公司首先达成企业缴费三方协议，
共同探索差异化企业电费缴纳新场景，利
用“电e宝”企业网银24小时全天候自助
缴费的优势，强化陕西地方电力与国网陕
西电力共享发展，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西安思源学院
20周年校庆举办

本报讯（张树灵记者 魏彤）10月
1日，西安思源学院建校20周年庆典在
校田径运动场举行。陕西省委高教工委
书记董小龙，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
书记王小力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大会
由西安思源学院党委书记张兴邦主持。
西安思源学院校长安宇在学校工作报告
中系统回顾和梳理了学校建校以来在教
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等方面的发展成就，展望了未来学校发
展宏伟愿景。他表示，二十周年校庆是
对学校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是对办学
成果的系统检阅，更是对大学精神的凝
练和提升。20年来，学校在多个领域取
得了一系列突出的业绩，培养了一大批
社会急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陕西鲁能
宜君光伏并网发电

本报讯（井丽君记者冯红林）近
日，经过铜川供电公司的前期努力，陕
西鲁能宜君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并网投
运。该项目的并网对于优化电源结构、
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该项目位于铜川市宜君县尧生镇
马家原与丈八塬村之间，由陕西鲁能宜
君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计划分期建设
200MW的新能源项目，包括100MW风
电和100MWP光伏。铜川供电公司主
要承担着该工程的输电线路施工及
330千伏金锁变电站设备间隔接入任
务。自2018年3月施工建设以来，该公
司克服山区施工难度大等各种困难，经
过线路施工、设备开关就位、保护调试
后，于9月26日至28日人员加紧施工，
确保了设备的按期并网投运。

传统项目搭上“信息化”快车
黄陵矿业井口超市解决物资管理大难题

黄陵矿业职工在“井口超市”领取物资

携程宣布成立丽呈酒店品牌

拼多多“十一”黄金周交易额增3倍

分期商城逆势增长

分期消费最受年轻人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