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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立宏 通讯员 李宝山 王迪钦

本报讯 面对快递包装纸箱的“棕色
浪费”，近日萧山邮管局在辖区内的各大快
递网点投入了250个“快递纸箱共享站”，
用于改善我区快递包装纸箱浪费现象，这
一举动标志着我区快递行业正式开启“绿
色模式”。

随着快递行业飞速发展，快递垃圾已
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每年的
重大电商活动过后，留下大量的废弃快递
包装箱的数量更是多得惊人，而这些包装
纸箱多数都是崭新的。对于大多数消费者
而言，快递纸箱基本是直接丢弃，究其原因
无非是纸箱占空间、卖不了几个钱等。这

也造成了一些使用后较好的纸箱得不到二
次利用，不仅浪费了资源，更是破坏了环
境。

“现在有了‘快递纸箱共享箱’，能够有
效地缓解这一现象。”萧山邮管局负责人介
绍，此次共投放了250个，在月底前会全部
投放完毕。记者在走访城区的部分快递网
点时了解到，平均每个“共享站”每天大概
可回收到10多个纸箱。收件人在收取包
裹后可当场拆封，将快递纸箱投入到“共享
站”；快递员们也会将回收到的纸箱投放于
此。网点工作人员在打包时，便会从中分
拣出外观完整、质量较好的合适纸箱进行
回收；当有市民前来寄件时，工作人员就从
中挑选大小合适的纸箱进行打包。

一个快递网点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
有了这个‘共享站’后，得到了不少市民的
支持，不仅网点干净整洁了，还为我们公司
节省了一笔不小的纸箱使用成本。”

据了解，此次萧山邮管局推行“快递纸
箱共享站”，是为积极响应国家邮管局制定
发布《快递业绿色包装指南（试行）》和省邮
管局提出《浙江省快递业绿色包装治理行
动计划》的要求。萧山政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积极做好绿色包装回收利
用的宣传工作，引导快递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进一步提高广大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形
成“绿色包装、人人有为”的整体合力，为推
进萧山快递业绿色包装和生活垃圾分类作
出积极贡献。

快递行业正式开启“绿色模式”

250个“快递纸箱共享站”投放我区各大快递网点

■记者 王俞楠

年关临近，不少人都已准备好行囊，踏
上返乡的旅程。7：30左右，萧绍路上的长途
汽车站已是一番忙碌的景象，拿着大包小包
的乘客已在检票口排起了长队，候车室里也
早已找不到空闲的位子。与此同时，8:30发
车前往苏州的长途客车司机孙大勇也早早
到达岗位忙碌起来。

记者到达时，孙大勇正在车上检查每
个座位上安全带的状态。只见他弯着腰，
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地进行检查，把每个安
全带都仔细扣一遍。他告诉记者，这其实
是发车前车辆状态检查的最后一步。先是
检查轮胎、机油、逃生锤、灭火器，接着把车
发动起来检查各类仪表盘的状态，听发动
机的声音是否有异常，然后再检查一遍车
辆的安全带、卫生状况等。每次发车前，孙

大勇总会提前一个多小时达到岗位，做好
车辆的检查工作，这也是他行车30多年来
养成的习惯。

做完这些工作的孙大勇并没有闲着，
他拿出手机，看起了行车线路的路况。“今
天从沪杭线转到常台高速那边可能有点
堵，有可能绕不进去，等会要再联系一下其
他走这段路的司机，看看情况会不会好
点。”他告诉记者，那边由于是苏南与浙江
交界处，本身车流量就比较大，又是两车
道，碰上节假日车流量大一点，就很容易堵
车。“一旦碰到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提前和
乘客说好，提前下高速，走一段国道，再上
高速。”孙大勇表示，每年春节，总会有堵车
的情况发生，“功课”也要做得比平常更仔
细才行。

春节前是在外务工人员返乡的高峰
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公交线路也调整了

不少。为了让乘客下车后更顺利到家，孙
大勇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跑哪条线，他总
是会趁着休息的间隙，收集附近的公交路
线信息。“像嘉兴汽车客运中心站附近有
153和151两条公交线路，但如果要到嘉善
西塘的话，由于没有直达公交车，就要先坐
151路到汽车北站转车。”这样的例子，孙大
勇能举出不少。“我多了解一些，他们回家的
路也能更顺畅一些。”孙大勇笑着说。

这是孙大勇跑春运线的第28个年头，
他告诉记者：“回家过年，大家就盼着平安
到家。开车前多检查车况，开车时多注意
路况，再加上多与乘客沟通，多点耐心交
流，就能好好地把大家送回家过年了。”

孙大勇：做好“功课”把乘客安全送到家

春运进行时

■实习生 王晨宁 记者 洪凯

本报讯 25 日，“未来即来——
2019淘宝直播首届女装供应链大会”
在萧山举办，共同探讨新零售时代社
交电商供应链合作新模式。副区长罗
林锋出席会议。

罗林锋指出，新零售作为萧山区
委、区政府重点扶持的业态之一，目前
正在积极引导和布局新零售。2019
年，我区将围绕“新零售”，开展四大类
专项行动、18项重点工作，全力打造华
东地区“动力最足、业态最新、服务最
全、生态最优”的新零售生态圈、集聚
区、示范区和新中心。

记者了解到，“电商直播”是“新零
售”运营的一个创新模式，以信息技术
为驱动，以消费者体验为核心，通过大
数据技术重构人、货、场关系，实现线
上线下渠道全融合，形成消费闭环，提
升流通效率，增加消费绩效。目前，新
塘街道正先行先试，依托传统产业基
础和区位优势，通过电商直播探索“新
零售”发展的新路径。

会上，1688社交电商带来了供应
链合作模式分享，相关产业带代表和
优秀直播基地代表进行了案例分享，
淘宝直播与优秀供应链代表、直播基
地代表举行了签约及授牌仪式。

2019淘宝直播首届女装供应链大会在萧举行

■实习生 王晨宁 记者 洪凯

本报讯 25日，萧山与口碑（上
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双方
将紧密围绕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环
节，大力推动本地商业线上线下双向融
合，致力于打造本地线上、线下智慧商
圈。副区长罗林锋出席签约仪式。

市心路将诞生萧山首条“口碑街”

市心路，是贯穿萧山中心城区的
城市中轴线，更是名副其实的萧山第
一商业大街。仅从地铁二号线杭发厂
站到人民广场站，两大站点近一公里
的间距，聚集了银隆百货、旺角新天
地、万象汇、恒隆广场等多个商业综合
体。

如今，这一商圈将迎来蝶变，萧山
将携手口碑，在这里布局打造萧山首条

“口碑街”。今后，这条街上所有商户，
不仅有线下实体，还在口碑平台上开出
了线上店铺。消费者只需打开口碑
App，点开任意一个店铺，不仅可以看
到商家信息、地址，还能领取专属优惠，
边走边下单，到店里坐下就可以吃了。

口碑公司华东地区总监葛斌介
绍，“口碑街”将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
技术搭建成基于本地的线上智慧商
圈，为商家之间的交叉联动提供有效
支撑。同时，结合口碑街商户消费情
况和消费者基于商户真实消费产生的

评价，形成“口碑榜”。
目前，这一区域已集合近千家商

户，覆盖万象汇、银隆百货等商业综合
体及周边商户。

助力线下传统商圈提档升级

市心路“口碑街”的打造，仅仅是
一个开始。以市心路“口碑街”为样
板，我区将全方位推进智能商圈建设。

例如，在银隆百货—旺角城、人民
广场—万象汇、国博—奥体中心、火车
南站、南部卧城、瓜沥七彩小镇等区
域，将继续发力智能商圈建设，打造新
零售特色街、特色镇。在此基础上，还
将推动杭州十九街街区、中心商业步
行街区、湘湖眉山休闲街区建设，打造
新零售特色街区。

在此过程中，口碑将发挥线上线
下一体化数字化能力，运用智能POS
等一体化设备，以“智能码”对传统线
下商圈、大型商业综合体、连锁及中小
商户等进行数字化赋能。通过“基础
硬件设备+大数据”方式帮助其进行数
字化升级改造，促使传统商业运用数
字化管理方式，全方位助推我区传统
商贸企业的“新零售”发展步伐。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
本次签约合作为起点，进一步深化与
口碑的合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数据融
合，打造杭州新零售的示范样板，促进
萧山商业能级的进一步提升。

萧山与口碑（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约
致力打造本地线上、线下智慧商圈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张书池

本报讯 新春佳节，为了营造热
闹的氛围，不少市民喜欢燃放烟花爆
竹。不过，腾空而起的美丽烟花背后
隐藏着危险，污染大气尚且不说，稍有
不慎还可能引发人身伤害和火灾事
故。日前，我区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9年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春节期间烟
花爆竹禁售禁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根据《通知》，我区的城厢街道、北
干街道、宁围街道、闻堰街道、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钱江世纪城区域以及
新塘街道、蜀山街道部分禁止燃放的
区域全年禁止销售烟花爆竹。

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也
有不少。一是主城区：东至京福线、新
城路，南至南秀路、03省道（通惠南
路）、亚太路，西至风情大道，北至建设
四路（含市北区块）区域；二是湘湖风景
区建成区、钱江世纪城和宁围街道区
域；三是其他区域包括国家机关办公场
所；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历史文
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范围；易燃易爆
物品生产储存单位、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军事设施所在地；山林等重点防火

区；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学校、敬老
院、宗教活动场所；输变电设施安全保
护区；车站、码头、飞机场等交通枢纽及
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商品交易市场、
堆放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建筑工地等其
他不宜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此外，我区鼓励各镇街（场）、平台
在春节期间对集镇建成区域的烟花爆
竹燃放进行管控。

为确保全区人民过一个安全祥和
的新春佳节，近期，公安和应急管理等
部门还联合开展了烟花爆竹专项整治
行动，对全区89家烟花爆竹零售店进
行了全面排查。初步统计，共消除各
类安全隐患100多处，查处非法运输
和储存等违法案件4起，行政拘留3
人，收缴非法烟花爆竹200多件（箱），
行政处罚2起。

相关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市民群
众，请自觉遵守相关规定，树立安全防
范意识，切勿违规运输、储存、燃放烟
花爆竹，危及人身安全和公共秩序。
对不遵守规定者，将依法严厉查处。
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区禁止携带烟花
爆竹进入车站、机场、地铁站等公共交
通枢纽，过年回家烟花爆竹这个“年
货”带不得。

■记者 王慧青 实习生 陈茹怡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这几天，萧山
各大酒店餐馆更忙碌了，马上，一场压轴年
夜饭“大戏”即将上演。

记者走访了一圈发现，“用工荒”仍是
比较严重的问题，多家酒店因用工问题，贴
出了招聘临时工的告示。但与往年这个时
候年三十“一桌难订”不同，今年萧山酒店
年夜饭热度似乎有所下降。

老家在东北的郭先生临时决定留在萧
山丈母娘家过年。24日，他拨通杭州雷迪
森铂丽大饭店的年夜饭预定专线，得到的
回复是，“大厅还有剩余桌位。”

这一现象并不是个例。家住萧山城区
的毛女士发现，路过萧绍路林溪人家农家
土菜馆时，宣传海报仍写着“年夜饭火爆预
定中”的字样，“要是前几年这个时候，这里
早就爆满了，哪里还有空位？”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金马饭店、江南
大院、汇宇华鑫等六七家酒店。对方均表
示，年三十当晚的年夜饭位置还有剩余，尤
其是大厅还可以再订。可以看到，与往年

“家家爆满”的现象不同，不管是大型餐饮

店，还是普通家常菜店，今年萧山饭店年夜
饭热度似乎有所下降。

截至今年1月25日，区市场监管局提
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区共预定年夜饭
2221桌，就餐人数24457人，与去年相比
分别减少了321桌和3664人。而在价格
方面，酒店年夜饭平均价格维持在3600
元/桌左右，与去年相持平。

一年时间，价格没涨，预订风潮却逐步
降温，其中的原因何在？家宴中心的兴起，
或许是一大冲击。

今年，家住宁围街道的小许一家一改
往年去酒店过年吃团圆饭的传统，决定年
三十在佳丰北苑社区的家宴中心宴请亲戚
朋友。“以前家里地方小，一大家子只能去
酒店吃年夜饭，现在家门口就有家宴场地，
更方便了，为什么还要去酒店？！”小许说，
家宴中心，其实就相当于家门口的饭店，可
容纳10—15桌，还自带洗碗工、切配菜工
及厨师，相比酒店菜量更大。

近年来，随着我区城中村改造纵深推
进，“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城里人”，社
区里的家宴中心忽然“火”了起来，成为许多
市民办红白喜事，宴请亲朋的好去处。去

年我区共新建农村（社区）家宴中心22个，
截至去年底，萧山共有82个家宴中心。

新街街道的李女士今年也选择在新街
街道花城名苑会所三楼的家宴中心过年三
十。“一桌只要 1600 元，与酒店动辄就
3000元/桌以上的价格，这里便宜多了，与
亲友相聚交流也更放得开。”王女士算的这
笔实惠账，正是许多人选择在家宴中心吃
年夜饭的主要原因。

与往年不同，今年还有个新趋势。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我区共有三家酒店
推出了“万元桌”，一桌菜1万元左右，而且
基本都已经“爆满”。据广电开元酒店相关
负责人说，今年该店首次尝试“万元桌”，不
仅可以享受到私密空间，而且菜品都极为
新鲜和上乘，颇受消费者喜欢。

“万元桌”的出现，意味着萧山消费升级
势头迅猛，成为近年来年夜饭市场一大新亮
点。“随着年三十邻近，酒店年夜饭预定或许
还会增加。”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酒店年夜饭降温 社区家宴中心火起来

今年春节这些区域禁售禁放烟花爆竹
目前萧山已查处非法运输和储存等烟花爆竹违法案件4起

萧山酒店
年夜饭热度
有所下降

与去年持平

家宴中心兴起

今年全区共预定酒店年夜饭

2221 桌

就餐人数

减少
321桌

酒店年夜饭平均价格

24457 人

与去年相比

3600 元/桌

减少
3664
人

预订风潮降温原因之一

■记者 王艺霖

本报讯 日前，由杭州日报报业集
团主办，每日商报社、杭州市企业上市
与并购促进会、杭商全国理事会、杭商
大学金融学院承办的“黄金时代2019
（第五届）杭商领袖峰会”颁奖盛典在杭
州城中香格里拉大酒店盛大举行。政
府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杭商领袖、知
名投资人、优秀创业者、文艺界大咖等
近500人参加了这场盛会。

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交汇的历史节点，本届峰会以

“奔跑吧，追梦人”为主题，向改革开放成
就者致敬，为新时代建设者加油。

颁奖盛典上，陈励君、许荣根、范

渊、陶晓莺、陆关林、张涌森等多位杭
商大腕来到现场，接受主办方颁发的
杭商成就/杰出奖，并以圆桌论坛的形
式回顾创业之路，畅谈人生经验，接受
年轻企业家们的致敬。为激励2018
年在杭州各个主导产业、行业领域涌
现出来的优秀企业，第五届杭商领袖
峰会还颁发了“最具领导力”“最具影
响力”“最具创新力”“最具成长力”“社
会责任力”等五大奖项。

最后，本次颁奖盛典宣告成立了
“筑绿联盟”，该组织由每日商报联合
行业监管部门、商会和绿色环保企业
共同发起，各方将共同致力于聚合行
业优质企业和商家、为推动“绿色消
费”而努力。

第五届杭商领袖峰会颁奖典礼盛大举行

节前消费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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