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12日
本版编辑/张军 美术编辑/赵燕杰民生热点07

声明公告
0311-85886555����85815289

声明： 石家庄六汇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丢失，注册号 130108000051611，
核准日期 2012年 4月 18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李永飞，退役军人优待证不
慎丢失，优待证编号：冀退军第 A0407
4495，特此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2018 年 7 月 10 日, 在山西
太原地洞儿沟捡到男婴, 脐带未脱落,
用蓝色白色单子包裹, 身体无明显特
征,请孩子亲人见报后与杜先生联系。
电话:�13930180656

遗 失 声 明
薛佳玉， 退役军人优待证不慎丢

失，特此声明作废。

声 明
石家庄市藁城区广通钢制品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关于完善部分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学历信息的公告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简称：学信网）反馈，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中
有 185人因学历信息不全， 导致学历信息不可查， 其中有 81 人没有提供专科学历信
息、90人无学历照片、14人学历信息不完整。

按照教育部要求，请学历信息不全的毕业生务必于 2020年 11月 30日前向学信网
或学院学籍科提供相关资料，以完善学历信息。 办理流程如下：

一、没有提供专科学历信息的学生，请登录学信网进行专科学历认证。 认证通过
后，本科学历信息可查。 如没有专科学历的专升本学生，将按《学籍管理规定》报经上级
部门审查处理。

二、无学历照片的学生，请尽快在规定时间内与学院学籍科联系（联系电话：0311-
87608987），提供与毕业证同版电子版照片（照片大小 10k-40k，尺寸 480x640，蓝底），毕
业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学历信息不全的学生，请尽快在规定时间内与学院学籍科联系。
注：未上网 185人详细信息见学院网站：https://cj.heuet.edu.cn/。

河北经贸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0年 10月 10日

声明： 河北太行机械厂劳动服务公司综合
技术服务部不慎丢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1301001602575）和公章，均声明作废。

声明： 新华区玫珊服装商行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注册号：130105600546898，发证

日期 2015年 11月 9日，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我是董秀勤，女，现年 85

岁。寻找丈夫巩占明唯一的儿

子，巩占明去世已经三年以上，

其身后还有遗留问题需要解

决，我年事已高，望其子在见报

后，速和我联系。

联系电话：15024986053

综 合 信 息
广告咨询：0311－67562315 67562307

请交易双方妥善查验对方相关有效手续及证件,本刊只作为信息咨询,不作为承担
法律责任的依据。本栏目广告中凡未标注区号者均为石家庄市电话，区号为0311敬告

声 明寻 人

分类广告咨询电话：

0311-67562315

声 明
以下商户保定白沟新城悦联市

场服务有限公司票据丢失：

经营保证金：B1-6-01 王艳（票

据 号 ：0041608）B1-377 丁 飞（票 据

号：0037839）B1-363 张宝（票据号：

0042673）；综合管理费：B1-657 张桂

玲（票据号：RFCPT-005780）B1-568

平 立 春（票 据 号 ：RECPT-005736）

B1-377 丁飞（票据号：0037840）B1-

567 平 立 春（ 票 据 号 ：RECPT-

005735）；诚意金：B1-377 丁飞（票据

号：0044509）；以上票据声明作废。

声 明
赵卫东丢失保定白沟新城万联市场

服务有限公司A2-508综合管理费

票据（RECPT-00594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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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李春炜）1块钱能买到什么？最新款秋冬棉袄、网红产品

筋膜枪、结实到可以当绳子用的充电线……10日，网红购物App淘宝特价版正式启动

“1元更香节”，联合145个产业带的120万家产业带商家、50万家工厂，为消费者提供涵

盖百货家居、食品生鲜、服饰配件及数码家电等各种1元包邮的爆款产品，活动将一直

持续到双11结束。

淘宝特价版启动“1元更香节”
1元包邮怎么赚钱？ C2M模式助力厂家数字化转型发展

1元包邮，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福

利，那么对于厂家来说能带来什么呢？业内

人士分析认为，有两方面的重要原因：其一，

“一元购”是产业带商家的经营策略，先通过

极低的售价薄利多销以获得更多消费者收

藏关注复购，从而带动工厂店其它平价产品

的销售；其二，越来越多的产业带工厂已经

开始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通过淘宝 C2M

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符合消费趋势的爆

款，通过走量成本大幅度降低。

而参加此次大促活动的河北石家庄创

美地毯厂厂长张旭也坦言，作为外向型企

业，今年因为疫情，外贸订单损失了八成。

而从今年5月份正式入驻淘宝特价版后，相

比线下市场的萎缩，线上订单量猛增，尤其

和 C2M 工厂店合作以后，订单日均增长

50%，月均全店的销售达到15万元左右。“而

且，通过C2M数字化，能够有效指导工厂提

质增效，此外线上发货、打包、售后环节，全

部交给阿里巴巴整套体系操作，这让工厂能

够专注研发生产更多高性价比的商品。”他说。

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外贸转

内销与电商平台数字化价值研究》报告指

出，淘宝特价版发挥C2M数字化能力，已帮

扶30万外贸工厂转内销，覆盖全国七成产业

带，成效显著。

对此，阿里巴巴B2B事业群总裁戴珊表

示，阿里巴巴将继续加大投入帮助中小企业

数字化升级，打造工厂“从原料到成品销售”

数字化体系。

1元包邮 消费者的大福利

据悉，今年 9 月，阿里内贸批发平台

1688宣布产业带升级计划，针对全国670

万制造企业推出内循环三大通路，全面打

通淘宝特价版，融合加工定制、批发分销

和零售三大数字化平台，帮助产业带工厂

跨赛道发展。

对于在 10 月 10 日推出的“1 元更香

节”，阿里巴巴副总裁、淘宝 C2M 事业部

总经理汪海表示，这既是产业带工厂的专

属节日，也是消费者品质消费的狂欢。“我

们希望携手中国厂长以过硬的厂货，一元

包邮的姿态去共同服务好我们的消费者，

让所有消费者知道中国的厂货。”同时，他

介绍，这也将是未来淘宝特价版最重要的

厂货黄金大促，在每年的10月10日定期

举办。

“1元更香节” 每年10月10日定期举办

爱在金秋，“我为老师画幅画”活动成功举办
“我喜欢画画，喜欢画各种美丽的样子，喜欢

那些斑斓绚丽的颜色，今天我更要画下最棒的

画！”9月26日上午，来自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

幼儿园的53个孩子集合在石家庄融创中心，孩

子们用稚嫩的画笔描绘出了一个个生动的字母

形象，惟妙惟肖地将字母与绘画相结合，孩子们

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绘画功底得到充分体现。

9月中旬，燕赵都市报、河北省学前教育职

业教育集团以及励步英语推出了本次“我为老师

画幅画”活动，并得到了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

幼儿园、省直十幼、天山英趣幼儿园等多家幼儿

园的大力支持。正值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幼

儿园建园20周年之际，石外集团幼儿园特别在

园内就本次活动进行了首轮初选，从初选投送的

500多作品中精选出53幅小朋友的优秀作品，进

行本周六的亲子绘画活动。

燕都融媒体记者 许晓媛

上午九点半，活动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拉开帷

幕。按照本次活动规则，每个小朋友要以26个

英文字母为蓝本，画出创意画。小朋友在家长和

石外集团幼儿园专业美术老师的指导下，充分发

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自己喜欢的字母设

计出生动有趣的形象，平日里熟悉的字母在孩子

们的画笔下巧妙地组合成一幅幅活泼富有创意

的图画。

励步英语的老师也从发音、字母结构、书写

等方面给予了最专业的指导，孩子们用不同的字

母，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构思来创作，用独特的方

式来表达对英语学习的喜

爱。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

的活动，发掘孩子们的创

造力和想象力，同时也激

发他们的动手动脑能力，

让孩子通过绘画发现学习

的趣味性，让学习鲜活起

来，同时也在全社会范围

内倡导和营造尊师重教的

氛围。”河北省学前教育职

业教育集团负责人说。

字母创意画 画出奇妙想象

活动现场一些小画家还用流利的英文

介绍自己的作品，纯正的发音、准确的表达，

让观众都竖起大拇指，“我们幼儿园一直重

视英文教学，日常口语交流更是孩子们的必

修课，平时我们就倡导在玩中学、学中玩，孩

子们每日接受英文环境浸透，口语表达也会

比较自然。”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幼儿园

园长任爱君说。

在英文字母画创作中，孩子们绘画的热

情被调动了起来，大写字母“A”被设计成埃

菲尔铁塔，“C”则是一段有小汽车正在行驶

的马路，小写的字母“f”在孩子的笔下是一

只正好跃出水面的海豚……一幅幅的作品

让老师们发现了孩子们心中的美好世界。

活动最终评选出优秀作品 15 幅，而所

有的参赛作品我们将精心设计，制作成精美

的明信片套装，送给获奖的孩子们，并颁发

活动荣誉证书。

“教育是生命欢乐的享受，绘画是孩子

的第二语言，在成长追梦的道路上，老师扮

演着梦想灌溉者的角色。这次活动我们参

与进来，为孩子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艺术世

界，用孩子的角度发现生活之美，聆听他们

心中的梦想。”融创中心石家庄负责人说。

“疫情暴发以来，励步英语的老师们用

爱与付出陪伴孩子们走过春夏秋冬，为他们

带去最有趣、有用的知识，让优质的教育资

源传递给每个孩子。复课后，我们更希望将

这份爱与温暖传递给每一个家庭，陪伴孩子

度过这段特殊而难忘的时光。”励步英语石

家庄学校负责人坦言。

在游戏中学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