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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巴巴平台上进货，不料批发商给的全是“山寨”货

大学生创业“踩雷”因侵权被告上法庭

今日关注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4月30日 8∶45-16∶45
停樱多A085 线 01#杆樱多
A0851 开 关 - 23# 杆 樱 多
A0855开关：瓜沥镇工农村
及杭州华民化纤、杭州正龖
文化艺术等一带。

求购工业厂房土地
代理大型厂房出售出租业务，

代办厂房土地转让过户手续，
联系人：王岗18606505558。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
事业、国企、教师、白领、医生、
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遗失杭州凯豪大酒店有限
公司单位卫生许可证，证号：
330109000159，声明作废。

启 事便民热线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隆福纺织品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

（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聚蔬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

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三恒纺织原料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

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4月29日
晚潮时间
11:20
11:41
13:52
危险

高潮位
(米)
3.50
3.50
3.7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4月30日
早潮时间
23:30
23:50
01:57

高潮位
(米)
3.40
3.40
3.50

杭州同创置业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

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500万元。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萧山北干街道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注册

资本从1600万元减至8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招标公告
杭州萧山三江供销合作社·办公楼装修工程（详

见万丰网www.zjwfgroup.com）。报名时间：2019
年5月6日至2019年5月7日8∶30-11∶30,13∶30-
16∶00。报名地点：浙江新诚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
司(萧山空间结构科技产业园3号楼317室) 。资质要
求：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或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三级及以上（招标人可拒
绝有曝光不良行为记录的投标人）。项目负责人：具
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无在建工程）。
联系人：陈炳。联系电话：0571-82227557

杭州融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1日
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办理非国有投资
建设项目自行招标结果登记手续的萧政储出（2018）14号
地块项目二标段【项目编号为XS01ZX201811007，结构
类型为框架、剪力墙，面积为203020.31平方米，造价为
30453.0465万元，中标单位为中建大闽台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批准文号为2018-330109-70-03-034568-000】。
该项目因项目公司股东原因，造成工程建设无法继续，后
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解除工程施工合同，原交易取消。
现我方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重新发包，并取消原非国有投资
建 设 项 目 自 行 招 标 结 果 登 记 单（ 编 号 为
XS01ZX201811007），因登记单原件已无法如数收回，由
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我方承担。

要求取消自行招标结果登记单的情况说明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为加快实施市级天然气管从所前门站至杨汛桥门站的
连接工程，加强殡葬管理，深化殡葬改革,促进迁平坟工作
顺利开展，根据萧山区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决定对涉及所前
镇金山村区域范围内的坟墓进行集中迁移平毁。具体事项
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所前镇金山村区域从光华路桥至娄家湾
庄里陈北、通讯基站西侧的山上。（两条红色标识线范围内）

二、迁坟时限:凡在上述区域内坟墓的丧属，务必于
2019年5月8日前自行迁移完毕。

三、迁移方式:统一免费安置在所前镇米家岭生态公墓
规定区域内。

四、逾期未迁移者，作无主坟处理，将统一进行平毁。
五、联系地点:所前镇城建管理办、金山村村委
联系人及电话：
陈超（镇城建管理办）82773016
娄列平（金山村）82449808 特此公告。

萧山所前镇人民政府
2019年4月25日

迁
坟
公
告

萧山区瓜沥镇、北干街道、新塘街道城中村改
造部分安置工作已开始，现将安置人员名单及安置
面积予以公示，详见萧山区政府门户网站（www.
xiaoshan.gov.cn）。如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7

日内向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以
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建议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电话：82373937 82375625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4月29日

萧山区瓜沥镇、北干街道、新塘街道城中村改造部分安置人员名单公示

昨天下午，世纪实验小学举行首届体育竞技文化节，强健学子体魄，丰富学校体育文化。 记者 丁毅 摄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法

本报讯 为了给家里减少经济压力，
有些大学生会想办法勤工俭学，有些则选
择在学校做点小生意创业。但因为法律
意识不强，有些学生非但创业没有成功，
反而给自己惹上了官司。25日，在世界
知识产权日前夕，区法院巡回法庭走进萧
山商业城，审理了一起大学生侵害商标权
纠纷案。

“法官，我们学院特别鼓励大学生创
业，身边有点想法的同学都做起了小生
意。‘红双喜’的名气大，我只是想创业赚

点零花钱，倒腾乒乓球拍之类的卖卖，没
想到钱没赚到还违法了！”在巡回法庭庭
审现场，跟审判法官说话的叫王力（化
名），今年才22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因
为出售“山寨”乒乓球被品牌方起诉。

王力从小就热爱运动，他就读的学院
为鼓励学生创新创业，给出了很多鼓励措
施，从小就很懂事的王力为了给父母减轻
经济压力，也为了结识更多热爱运动的朋
友，从去年8月开始通过阿里巴巴平台采
购一批“红双喜”牌乒乓球，并在自己注册
的淘宝店铺售卖。

“亲，你放心购买就好，我们所出售的
乒乓球都是知名品牌红双喜的……”在阿
里巴巴平台上某家批发商的再三承诺下，
涉世未深的王力以5.5—6元的价格采购
所谓的“红双喜”乒乓球。

加上5元的物流成本和其他包装费
用，王力以9.9元作为创业初期的销售单

价，希望以低价吸引更多的同学购买。殊
不知，批发商卖给王力的货物都是“山寨”
的，侵害了“红双喜”的商标权。

庭审中，王力表示：“有了创业想法
后，我在淘宝等网络平台上大致浏览了各
种运动产品的价格，最后认为只有乒乓球
的价位较低，是我有能力去尝试创业的。
同时，红双喜是李宁的公司，李宁是我从
小很崇拜的偶像……”

王力还表示，自己知识产权意识十分
薄弱，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出售这些货品侵
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

开庭审理后，虽然原被告双方对王力
的合法来源抗辩存有争议，但经萧山法院
主持调解，最后双方达成了停止销售、被
告赔偿原告损失8000元的协议。王力当
场履行完毕。

庭审中，不少经营户前来旁听，纷纷
表示深受教育，将引以为戒。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平凡

本报讯 为进一步整治利用渔网虾
笼进行捕捞作业、破坏绿地垂钓等违法行
为，巩固河道水域生态环境和河道景观提
升成果，从4月8日起，区城管局城市河
道管理处联合城厢、北干、新塘、蜀山中队
组建起夜间清障南、北小分队，合力开展
城市河道夜间非法捕捞专项行动。

联合整治组根据前期掌握的非法捕
捞时段规律，建立夜间定时巡查、其他时

段不定时巡查管理机制，有效打击了夜间
非法捕捞行为。半个月里，联合整治组共
出动30人次、船只6艘次，车辆6台次，查
获虾笼49只，捕鱼游丝网6张，捕黄鳝、
泥鳅工具2套，劝阻夜间危险垂钓3起。

非法捕捞管得这么严，垂钓会受影响
吗？区城管局城市河道管理处的回复是：
不影响。工作人员还为大家推荐了城区
全年、全天候开放的公共垂钓点：罗婆桥
横河十一中北侧垂钓点（设钓位30个），
大通河萧中南侧垂钓点（设钓位9个），济

民河济民公园垂钓点（设钓位10个）。
这些公共垂钓区都设立了指引牌、文

明垂钓公约牌，划定了垂钓位，进行了有
序编号，预留了遮阳伞插孔，垂钓区附近
还增置了救生圈、救生衣等多种安全保障
设备，并考虑在周边加装监控装置，降低
垂钓安全事故发生概率。

在此提醒广大垂钓爱好者，不要在非
开放垂钓点区域垂钓，不随意践踏公园绿
化，不损坏安全设施，不私自取走救生装
备，养成文明垂钓好习惯。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24日下午，临浦派出所
收到反诈中心的线索：辖区王女士（化
名）疑似被诈骗。派出所值班领导立即
指令民警席建鑫马上找到王女士，但王
女士的电话一直处于通话状态。

警方发现，王女士已前往某旅馆开
了房间，席建鑫于是带领辅警火速出
发，15分钟后赶到王女士所在旅馆房
间外，刚到门口就听到隐约传出的女子
声音，说的都是转账、汇款的事情。见
几次敲门都没反应，席建鑫提高了嗓
门：“我是警察，请立即开门！”

“你有没有汇款？”席建鑫一进门就
焦急地问。“还没有。”听到王女士的回
答，民警的心这才放下。

“刚刚和你通话的是骗子。”身穿制
服的席建鑫给王女士看了工作证，告诉
她自己是临浦派出所民警。

“幸亏你们来了！”王女士惊呼一
声，她告诉民警，自己刚刚把银行卡号
和个人信息告诉对方，就在要说出密码
的当口，被民警及时打断了。

“他说自己是郑州民警，你们敲门
的时候，他还在说你们就是来抓我的，
不要理你们，声音很大很吓人。”王女士
心有余悸地说。

经了解，王女士今年38岁，贵州
人，在临浦开店。当天她接到陌生电
话，对方自称是贵州民警，说王女士在
郑州涉及一起违法犯罪案件，并告诉她

“郑州公安”的联系方式，让她主动联系
配合调查。

“郑州公安”告诉王女士，可能有人
盗用她的身份信息参与一起诈骗案件，
需要审查她的资金，必须提供银行卡等
信息，还要将资金转到“安全账户”，且
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对方向王女士手机发了警官证件
照，还开了视频。见证件照和本人一
致，王女士深信不疑，赶紧带上银行卡
到附近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对方一步
步引导，正当王女士准备将卡内40万
元转出时，临浦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

警方提醒：请牢记，公安机关办案
绝不会要求汇款转账，一旦遇到此类电
话，都是诈骗。

■记者 朱林飞

本报讯 戴村镇顾家溪村手工造
纸术是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
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据史料记载，顾家
溪生产的纸在古时曾名噪洛阳。

近日，心连心公益服务中心联合云
石中心小学，组织三年级的同学开展

“纸上千年”青少年非遗技艺与传统文
化体验、教育研学之旅。

非遗传承人顾云明爷爷盛情接待
了大家。同学们先到会议室观看“古法
造纸”的视频影片，初步了解一张纸从
原料到成纸的整个流程。在顾爷爷的
带领下，同学们随后前往手工造纸传承
基地参观、体验“古法造纸”全过程，并
亲身体验了“抄纸”和“刹榨”等工序。

当看到筛子出水，纸张在桌面上成型的
那一刻，同学们不禁欢呼起来，为先人
的智慧所折服。

心连心公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还
为同学们准备了笔墨纸砚，在云石中心
小学老师的指导下，大家认真地写起毛
笔字，体验书法的乐趣。

古法造纸，不仅是顾家溪村也是整
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财富。为了让
广大青少年感受这一文化，心连心公益
服务中心与顾家溪手工造纸传承基地
合作，于今年推出“纸上千年”青少年非
遗技艺与传统文化体验、教育公益项
目，让广大青少年感受“古法造纸”非遗
技艺的独特魅力，了解“纸”的各种用
途，在体验中汲取知识，在学习中体会
千年文化的韵味。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钟昳

本报讯 为培养居民健康饮茶的
理念，丰富社区老年人生活，近日，丁家
庄社区联合萧山区茶文化研究会在南
园小广场开展“茶为国饮，科学饮茶”全
民饮茶日活动。

活动分为茶文化知识宣传和品尝
新茶两个部分。喝茶有什么好处？应
该怎样喝茶？什么样的人适合喝什么
茶？在现场的“饮茶健康”主题分享会

上，这些问题由专业老师一一解答。通
过讲解，居民了解到茶叶含有丰富的营
养成分，饮茶能满足人体对多种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的需要，此外还具有强大的
抗衰老作用。而要喝出好身体，还必须
处理好饮茶与性别、年龄、体质、生活、
工作、季节的关系。

此次全民饮茶日活动共吸引了百
余位居民参加，大家都希望社区以后多
举办类似活动，既能休闲放松，又能学
习健康养生知识。

严查非法捕捞 钓鱼可到这些公共垂钓区

校园竞技

那边“民警”催她汇款
这边民警及时赶到

小学生体验古法造纸术

丁家庄社区邀居民免费品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