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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一”余温还在，“
双十二”硝烟又起

“
双十二”网购成交数据超去年
众电商推出网购新玩法，实体店则瞄准
“圣诞档”
本报记者 金鑫

15 小 时 后 ，卖 家 成 交 数 攀 升 至 200 万 ，接 近 今 年 全 部 报
名 卖 家 数 。 虽 说 电 商 的 数 据 “够 亮 眼 ”，但 记 者 打 探 发
现，“双十二”的热度还是明显不如“双十一”。 这个处在

时报讯 （刘其定 记者 葛学涛）

周四的节日，也并没有赢得多少实体卖场的好感，扬城
多数商场还是将促销放在了店庆和圣诞上。

孟德龙 摄

据悉，“双十二”今年的主题是“万能的淘宝”。 在这
次活动中，淘宝派送超过3亿现金红包，还宣布买下12
月12日当天所有的双色球彩票组合， 全部免费向淘宝
用户发放。
淘宝昨日下午16时许发布的数据显示， 仅开场15
分钟，就有50万卖家实现成交，而在去年，这一卖家成
交数直到12日上午的10点才达到。 15小时之后，卖家
成交数攀升到了200万， 接近今年全部报名卖家数，已
经远远超过了去年12月12日成交的卖家总数。“淘宝卖
家疯了， 很多从不打折和比较有个性的店铺都参加了
双12。 ”扬州网购一族张小姐表示，很多在自己购物车
和收藏夹的店铺都推出了优惠劵或店铺红包。 自己也
选购了一件靴子、一条裤子和一件大衣。
“
双十二”火的还有旅游电商们。“所有秒杀产品均
在1-3分钟内基本售完。 ”携程旅行网公共事务部田飞
告诉记者。

【记者探访】
网友玩得嗨，但盛况难超“
双11”
记者了解到，在“双十一”时，网友全民抢购，不少
商品很快就处于售罄、缺货的状态，而这样的盛况在本
次“
双十二”并未上演。
不过，这一回，网友们却也玩得挺嗨。 12日零点开
始，淘宝网首页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二维码，网友登录手
机淘宝客户端扫码即可抢彩票。 淘宝数据显示，开场仅
43毫秒，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名网友便冲进手机淘宝，成
功领取了第一注彩票。 一分钟内，这个二维码被疯狂扫
码20万次，扫码速度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一小时
内，101万网友成功领取了彩票，1772万注双色球彩
票，不到一天时间就被网友们全部领取完毕。

【线下冷】
扬州实体店瞄准“
圣诞档”
与线上“双十二”再创记录的成交额比，今年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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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6223623

新闻热线

电梯突发故障
警民联手救出被困孕妇

12 月 12 日， 这场电商大促销在昨天零点准时拉开
序幕。 开场仅 15 分钟，淘宝网就有 50 万卖家实现成交。

【线上还挺热】
电商发布数据称超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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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卖场却冷静以对。 昨天，记者来
到我市金鹰文昌店、 京华城等卖场，
如“双十一”当日“铺天盖地”的促销
广告，在“双十二”并未出现，取而代
之的则是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造
型”。
“
双十二”是否会透支扬城实体商
家的消费力？ 对此扬州的商家们毫不

担心。“
一旦迈进12月，就意味着实体
店已经进入了一个整月促销的销售旺
季。 从现在起到圣诞节、元旦、春节，即
便不是周末和节日， 实体店也会把活
动力度放到最大， 冲刺全年的销售业
绩。 ”时代广场企划部相关负责人透露
说，
“
商场一般很少有5折的促销，但圣
诞节的促销很可能会低于5折。 ”

前天晚11时30分许，高邮通湖东路旁一高层小
区电梯内出现惊魂一幕： 一名已有3个月身孕的女
子和她丈夫乘电梯上楼， 在快到达自家住处楼层
时，电梯突发故障急速下降两层，两人被困，只得拨
打110求助。
高邮公安局珠湖派出所民警接报后，立即来到
事发小区7楼电梯处，确认被困人员无大碍后，紧急
联系电梯维修人员。 很快，电梯维修工赶到现场，电
梯门才慢慢被打开，经40多分钟的营救，这对被困
的年轻夫妇终于被救出。

化工园工厂发生火灾
14辆消防车救援

卓悦英语首次尝鲜“
双十二”

双十二，咱抢的是“课程”
见习记者 吴丽丽

“双12”， 新一轮抢购热潮来
袭， 扬州卓悦英语也首次加入“战
队”，为家长与孩子们送来“
双十二”
疯狂同学会。 据卓悦英语负责人介
绍，这次同学会12日正式启动。 家
长们可以来卓悦各大分校抢购各种
优惠“课程”。 它们甚至打出了新生
享全年最低价课程优惠。

到昨日上午10点，来沃尔玛分
校签到的家长就已经有十几位，前
来报名、续费的家长一直没断过。而
据介绍，这在往年正是报名淡季。而
其中捞到实惠的大多是卓悦老学
员，有些家长甚至将课程“抢购”到
了2015年。 5点前，全校参与总数已
超过2000人，由于“抢购”太快，部
分优惠也已经截止。

“双十二”都来了

“
双十一”买的商品还没到货
时报讯 （闵洁 记者 阿龙）

“双11”买的商品还没收到货，
“双12” 的促销已经战火燃起。 昨
天，市区赵小姐就反映，她在
“
双11”
买的一件外套迟迟没到货， 上网一
查，发现交易早已结束，物流公司查
询系统也查不到此单。原来有的卖家
会用虚假的单号冒充发货，被发现了

就退款，以赚取虚假销售量和消费者
个人信息。 赵小姐上网查看，这笔交
易早已结束，钱款已打给卖家，可是
却一直查不到物流流转信息，在物流
公司的查询系统也查不到此单。 随
后，赵小姐找到邗江工商分局，工商
部门要求她向淘宝客服举报。 后来，
卖家将货款退给赵小姐。

图为火灾救援现场
时报讯 （记者 海风 文/图）

昨天上午7点左右，扬州化工园区实友化工厂异
丙苯装置发生一起火灾，火灾发生后，周围的4个消
防中队、14辆消防车、近百名消防员，前往现场救援。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经过现场侦查，发现起火的
是该工厂的异丙苯装置。 消防指挥员随即下达灭火
指令，调派两个高喷、两个移动水炮、两支消防水枪，
对明火强行压制。 7点30分，明火扑灭，7点50分扑救
工作结束。
据初步了解，此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
火灾原因以及火灾造成的损失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粮站厂房失火
消防员20分钟扑灭
时报讯 （通讯员 文超 记者 海风）

怀疑老婆有奸情，男子逼其报警“
被强奸”

“嫌犯”直喊冤，警方抽丝剥茧破迷案
心理医生：该男子可能患上嫉妒妄想综合征
【报警】
丈夫陪同妻子，报案称被强奸

通讯员 乔红军 本报记者 海风
“我老婆被人强奸了， 你们快去抓凶
手！”近日，高邮警方接到一对夫妻报案，称

12月6日下午5点许，一对情绪激动的夫
妻走进了高邮开发区派出所。刚开始，这对夫
妻不愿多说。在民警的耐心工作，女子王某终
于开口说话了。
“
我被公司宿舍隔壁的老余给强奸了。 ”还
没有等民警细问，眼泪就在女子的眼眶里打转。
王某介绍，12月3日，老余跑到她的宿舍，把她
给强奸了。 第二天下午，老余乘她不注意，将她
强行拉到公司某角落里，再次实施了奸淫。

龊之事。民警又找到了报警女子的丈夫，他前
言不搭后语，而且神情异常。
民警将报警女子跟其丈夫分隔开， 带到
另外一个谈话室里。 报警女子王某长嘘一口
气，她告诉民警，其实这个强奸案另有隐情。

【调查】
警方深入走访，案件疑点重重

【破案】
疑妻子有奸情，男子逼其报假案

当天晚上， 民警找到了涉嫌强奸的男子
余某。 在派出所里，余某一副无辜，称他绝对
不会强奸对方。民警找到了法医，从女子身上
提取了DNA，DNA提取后被紧急送往了扬州
有关部门，等待检验结果。
在此期间， 民警深入到余某所在工厂发
现， 所有被访者都认为余某不可能会做出龌

王某今年40岁左右，她和丈夫都是山东
人。 今年10月份，王某跟丈夫来到高邮某公
司打工。王某跟丈夫不在同一个地方上班，丈
夫在高邮市区总公司， 妻子则在高邮开发区
的分公司。夫妻俩的宿舍在分公司内，每天王
某丈夫都会回到宿舍休息。前段时间，王某丈
夫经常看到妻子跟住在隔壁的余某说笑，于

妻子在工厂里，遭到一名同事多次强奸。接
到报警后，高邮警方展开了调查。

是心生猜忌，认为妻子跟余某有不正当关系。
丈夫多次质问王某。本来就没有的事，王
某自然称双方没有关系。 但丈夫称妻子在骗
他，多次在宿舍里，对王某拳打脚踢，逼其承
认被老余强奸，王某只好承认，并答应一起到
公安机关报假案。后来，民警将王某丈夫带到
医院检查， 发现王某确实有心理疾病。 就这
样，一起乌龙强奸案就此告破。

【专家】
男子可能患上“嫉妒妄想综合征”
“这是典型的嫉妒妄想综合征，又称奥赛罗
综合征。 ”扬州五台山心理咨询师吴人钢介绍，
推测可能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造成的结果。
吴人钢说，过度的敏感，无端的猜疑，相
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不能通过事实来纠正
自己的想法，就叫妄想症。这种病一般是建立
在子虚乌有基础上或者过度扩大事实。 从病
理上说， 这种病是由无端猜疑配偶不忠引起
的。从心理上，这种病是由个人环境等因素引
起的。一旦患上这样的病，病人很容易做出过
激的行为，伤害配偶。

前天晚上7点33分， 仪征消防大队接到群众报
警称，仪征市铜山街道粮站内一厂房着火，火势较
大，中队立即出动1车4人前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消防员发现是由4间平房连起来的
厂房（面积约100平方米左右）着火，厂房内全部烧着，
门窗、房梁无一幸免，屋内有1辆摩托车和1台加工机
器烧毁。 中队指挥员迅速组织官兵铺设一干线出两支
枪打击火势，20分钟后处理完毕，无人员被困。
据当时现场一工人称，这是个生产雨花石的厂，屋
内除了摩托车、雨花石机器以外，都是生产雨花石的石
料和雨花石。 左边有一废石加工厂，右边是一玩具厂。
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第一次轻松得手后
胆大小偷再次返场行窃
不想被店主当场擒获
时报讯 （通讯员 乔红军 记者 海风）

有这么一个小偷，他第一次作案得手后，觉得
对方容易被偷，于是在1个月后重返案发现场，欲再
次作案，不想，他的长相早已印在店主心中。
27岁的高邮人高某，1个月前路过高邮海潮东
路时，看到一家烟酒店里没有人看守，随即钻进烟
酒店，将店主放钱的抽屉打开，偷走2400元钱。 烟酒
店老板发现店铺被偷后， 随即调取了监控录像，掌
握了犯罪嫌疑的头部影像。 前天下午1点多，高某再
次来到案发地，试图再干一笔，不想被烟酒店老板
认出，当场将高某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