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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也能网上买？
——我国首例网拍飞机落槌

11月21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司法拍卖的三架波音747货机落槌，顺丰航空有限公司

以3.2亿余元人民币竞得其中两架。货机为什么进行网拍？网上是如何成交的？线上司法

拍卖进展如何？记者进行采访一探究竟。

记者了解到，2012 年最高人民

法院依托阿里巴巴网络平台，在浙

江省试点网络司法拍卖。2016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网拍

司法解释。今年1月1日开始，全国

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99%的法

院入驻阿里巴巴网络平台拍卖。数

据显示，目前在阿里巴巴网络平台

上拍卖标的物 33万件，成交额 4600
亿元，平均成交率达到91.67%，溢价

率达到 61.72%，为当事人节省佣金

138亿元。

阿里巴巴集团拍卖事业部总经

理卢维兴表示，网络司法拍卖是各

级法院破解执行难的创新，不仅制

度性地解决了串标围标等一些弊

端，而且成交率、溢价率都有质的飞

跃，充分保护了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体现了司法的阳光化。目前除了法

院，海关、财政、公安、税务、国土等

部门都已经开始使用网络拍卖。

卢维兴说，目前在阿里巴巴网

络平台拍卖标的物，不少起拍价都

比较大。“11月 23日，广西两宗海域

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将在

网上开拍，起拍价3.6亿多。”卢维兴

说，由于互联网的透明性和便捷性，

线上拍卖或成为大势所趋。

据新华社

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介绍，

此次拍卖的三架波音747货机均来

自翡翠国际货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翡翠航空）。该公司是 2004
年 12月 15日登记注册成立的中外

合资航空货运公司，运营 6 架波音

747-400 货机，经营国际货运航线

30余条。

自 2006年 8月开航以来，翡翠

航空先后经历多次市场冲击，自公

司开始营运起就面临巨额亏损，被

迫于 2011年 12月 26日停航。此后

公司决定解散并成立清算组。

2013 年 2 月 6 日，翡翠航空清

算组以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深圳市

中院申请破产清算。经审计，截至

2013年 9月 17日，翡翠航空资产总

额约为 17 亿元，而负债多达 47 亿

元。

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经管理人

清理，翡翠航空的主要资产为三架

波音 B747-400ERF 型航空器及 11
台发动机。2015 年 10 月 26 日起，

这三架飞机在线下进行了 6 次拍

卖，但均以流拍告终。

今年 9月 19日，管理人沿用前

次拍卖结果，以3.9亿的起拍价在深

圳法院的破产网拍平台上挂出拍卖

公告；11月 20日，在深圳中院的指

导下，这三架货机在阿里巴巴旗下

拍卖平台正式开拍，成为我国开展

司法网上拍卖以来首次通过在线平

台司法拍卖飞机。

11 月 20 日上午 10 点，注册号

分别为B-2421航空器一架（含 3台

GE 发动机）、B-2422 航空器一架

（含 4 台 GE 发动机）、B-2423 航空

器一架（含 4台GE发动机）的三架

波音 747 货机在网上竞拍开始，起

拍价分别为 1.226 亿元、1.34 亿元、

1.35亿元。

记者登录拍卖平台看到，上述

第一架货机停放在深圳宝安国际机

场，起拍价最低。另两架均停放在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其中B-2422、
B-2423 各有两名买家报名参拍；

B-2421有另一名买家报名。此外，

还有5000多人设置拍卖提醒，近80
万人次“围观”。

最 终 ，经 过 26 次 竞 价 后 ，

B-2422 以 160780800 元，被顺丰航

空有限公司拍得；B-2423 经过 27
次竞价，也以 162038600元成交，买

家也是顺丰航空有限公司。

为什么线上拍卖能够成功？龙

光伟指出，一是市场超地域化，打破

了传统拍卖中参拍人必须到场的规

则；二是拍卖快捷化，计算机程序和

网络技术能够自动处理网络拍卖中

的信息传递，无需人为操作；三是交

易成本低廉化。由于通过网络进行

司法拍卖，大大降低了参拍人的信

息获得成本、参与竞拍成本、拍卖中

介服务成本，而拍卖人的信息公开

成本、拍卖过程中的场地费等实际

成本也同时降低。

“此次货机网拍不仅体现了破

产财产网拍新模式，更值得一提的

是，这或将为中国飞机司法拍卖探

索出新路径。”龙光伟表示，本次破

产财产网拍的模式，是由管理人自

主搭建辅助拍卖平台，统筹协助管

理人在网络平台拍卖破产财产，拍

卖全流程由管理人主导，而法院仅

仅起到程序推动和监管的职责，这

是目前与破产法律制度非常契合的

网络拍卖模式。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百度外

卖入驻商户近百万，美团外卖合作商家

超200万……随着外卖市场“井喷式”增

长，加强监管势在必行。近日，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网上

餐饮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同时加强对送餐人

员和配送过程的规范。新规的出台能

否管住网上“黑心餐”？

实行“线上线下一致”原则

大数据研究机构易观近期发布报

告显示，今年二季度我国互联网餐饮外

卖市场整体交易规模达 459.5 亿元，同

比增幅高达 81.8%。然而，一些餐饮商

户线上展示诱人美食、线下其实是无证

无照或伪造证照的“黑作坊”。

办法明确了“线上线下一致”原则，

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具有实

体经营门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证，并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

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

范围经营。

记者调查发现，其实与前几年相比，

网络订餐的证照公示率已经大幅上升，

但相较“实体店”，网络订餐不可控的环

节依然很多，监管力度仍需加强。

近期，西安市 66 家入网餐饮服务

经营者因存在冒用有合法资质企业的

店名、地址、许可证或伪造有合法资质

企业的许可证等问题而被下线。

据上海市食药监局监测，今年以来

上海外卖食品的抽检合格率为 89.5%，

低于同期上海各类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97.7%的总体合格率。记者查询获悉，这

些案件几乎都与证照造假有关。

“外卖小哥”担责任

送餐环节是外卖安全的重要一环，

但在网络餐饮业快速扩张过程中，“外

卖餐盒疑被污染”等事件却屡屡曝出。

例如，今年 10月，美团一送餐员偷吃菜

品一事就曾引发社会关注。

办法要求，送餐人员应当保持个人

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持

容器清洁，并定期进行清洗消毒。送餐

人员应当核对配送食品，保证配送过程

食品不受污染。

业内人士认为，加强对送餐环节的

管理，需强化第三方外卖平台的主体责

任。

据美团点评食品安全官陈海鲤介

绍，美团点评集团正在加速推进外卖

餐袋和餐盒封签，年底前计划在首批

30 个城市推动落地，之后将向全国推

广。

百度外卖食品安全委员会主席田

井泉表示，百度外卖开始在全国推广外

卖封口贴，如用户在取餐时，发现有破

损或人为打开痕迹，可以直接拒收。

智慧监管“舌尖安全”

业内人士认为，按国外网络订餐占

餐饮收入 30%计算，未来我国网络订餐

市场或将是万亿元以上规模。面对网络

订餐平台“数量大，不好管”的现状，各地

探索在监管中引入新技术手段。

例如，上海市食药监局与网络订餐

平台建立了食品安全大数据共享机制，

根据负面评论关键词，包括非食用物

质、违禁食品、环境卫生、食物中毒等 4
大类 30 余项，主动搜索消费者网上评

论数据并及时提供给监管部门，形成负

面信息线索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加大食品安全监管信

息公开力度，与平台、相关监管部门互

通共享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违法行为

查处等食品安全信息。

美国天文学家近日发布的最新观测结果显

示，人类首次观测到的来自太阳系外的“星际访

客”有着特别瘦长的外形，看上去就像一根巨大

的“太空雪茄”。

美国夏威夷大学天文学研究所运营的“泛星

计划”1号望远镜上月 19日观测到一颗不寻常的

小行星。它被命名为Oumuamua，在夏威夷语中

意为“远方的信使”。经分析，这是人类首次观测

到的来自太阳系外的“访客”，它最终还将远离太

阳系而去。

发现这颗小行星后，研究人员立即调集世界

各地多个望远镜，观测它的运行轨道、亮度和颜

色。观测发现，随着它每 7.3小时绕自转轴旋转

一周，亮度也经历了最大相差10倍的变化。太阳

系内已知小行星或彗星的亮度变化幅度都没有

如此巨大。

负责观测研究的夏威夷大学天文学研究所

科学家卡伦·米奇说，这种亮度的巨大变化意味

着 Oumuamua 是一颗“特别瘦长型”小行星，直

径约 400米，长度可能达到直径的约 10倍，这一

“长度直径比”超过太阳系内已知的任何小行星

或彗星。

“我们还发现它的颜色为红色，与太阳系外

层的天体颜色类似。”米奇说。

这项在线发表在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上

的研究总结说，Oumuamua 是一颗致密小行星，

主要由岩石组成，可能也含有金属，但不含水或

冰。而它表面的红色可能由数亿年的宇宙射线

辐射导致。初步计算显示，这颗小行星大致来自

天琴座北部明亮恒星织女星的方向。

美国航天局说，截至 20 日，这颗小行星距

离地球约 2 亿公里，正以相对太阳每秒 38.3 公

里的速度飞行，预计将于 2018 年 5 月穿过木星

轨道，2019 年 1 月穿出土星轨道，朝着飞马座方

向前进。

据新华社

11 月 21 日，海南航空 HU497 航班载着从

餐饮废油炼化而成的生物航煤，从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这标志着首班中美绿

色示范航线生物航煤航班成功启航，海航也由

此成为国内首家使用生物航煤跨洋载客飞行的

航空公司。

海航总裁孙剑锋表示，生物航煤是民航业节

能降碳重要抓手，国产生物航煤商业化飞行将有

助于打造绿色航空，展示中国绿色民航建设成

效。

此次跨洋航班飞行，海航采用波音 787客机

执飞，所用的生物航煤由中石化生产，生产原料

主要采用餐饮废油，并且已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

批准，可在保证飞行安全和效率的前提下有效减

少碳排放。

据悉，2016 年底中美两国签署开展绿色航

线项目合作备忘录。双方于今年就中美绿色航

线项目多次召开研讨会，并确定了由海航执飞

的北京往返芝加哥航线作为中美绿色示范航线

之一。

据新华社

新加坡学生以学习能力见长，数学、科学和

阅读得分在多项调查中领先世界其他地方的同

龄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新加坡孩子同样拥有最好的社交能力，擅长协作

解决问题。

该组织在全球 50 万 15 岁孩子中开展评估，

通过向团队成员分派不同任务等形式考察孩子

们团队合作、与人协商和达成共识等社交技巧。

结果显示，新加坡孩子得分最高，紧随其后的是

日本孩子。中国孩子排名第26位，低于他们的学

术能力排名。

总的说来，阅读、科学和数学能力较强的孩

子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这项调查结果还

发现，女孩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高于男孩。

另外，课外活动对此影响深远。经常玩电子游戏

的孩子得分较低，而活跃于社交网络的孩子则表

现不错。

据新华社

线下流拍转为网上拍卖

多轮竞价两架货机成交

“线上拍卖或成大势所趋”

新规为百万商户划红线 能否管住网上“黑心餐”？

我国首班生物航煤
跨洋航班成功启航

首个“星际访客”
看上去像“太空雪茄”

新加坡孩子
社交能力领先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