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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跑市场

奶制品是许多人日常饮食中不可缺
少的营养存在之一。近几年，随着品质生
活需求的不断提升，骆驼奶渐渐成为不少
养生达人的新宠。

骆驼喜吃咸味带刺的植物如仙人
掌、骆驼刺、沙拐枣等，所产之奶营养高、
产量小，尤为宝贵。1月17日，沙漠之神
旗舰店（杭州首店）将在萧山万象汇盛大
开业，萧山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源
自骆驼之乡——内蒙古阿拉善的高品质
骆驼纯奶。

旺源集团荣誉产品沙漠之神系列骆

驼奶，获国家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沙漠之
神骆驼奶以天然牧养骆驼的优质新鲜驼
乳为原料，采用“驼乳粉低温灭菌技术”

“驼乳粉低温发酵与干燥技术”“鲜驼乳低
温灭菌和无添加保鲜技术”等工艺，保证
加工流程品质。

目前，沙漠之神旗舰店（杭州首店）骆
驼奶产品包含纯骆驼奶、纯驼初乳、儿童
型纯驼乳粉、全脂型纯驼乳粉、全脂型发
酵驼乳粉、驼奶片、酸驼奶片、益生菌驼奶
片、驼奶皂、驼奶宝宝皂等，欢迎大家来门
店品尝体验。

沙漠之神骆驼纯奶空降萧山

杭州旗舰店地址：：萧山万象汇步行街北面890-7、890-9
沙漠之神骆驼奶杭州代理办公地址：：万象汇B座2307室
尊享热线：：0571-82880688
加盟热线：：0571-82880188

活动一：凡进店客人均可试喝骆
驼奶；消费满380元以上即赠送价值
88元老婆大人礼盒1份。

活动二：办理会员卡1000元送
100元，2000元送200元，以此类推。

活动三：凡在公众号或进店完成
骆驼奶问卷调查1份，开业期间进店

即可领取沙漠之神价值45元纯骆驼
奶1罐，每人限领1罐，每天限量200
罐，领完为止。

活动四：1月17日—18日19：00—
20：30医学专家健康知识公益讲座。

另外，两天活动现场还会讲解如
何辨别真假驼奶。

新春佳节临近又值盛大开业之际，
1月17日—18日沙漠之神旗舰店（万象汇店）推出一系列福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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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圆圆 制图 李健

本报讯 一年一度宴请亲朋的年饭是
个重头戏，尤其是年夜饭，对萧山人来说，
不仅要办，还要办得体面。农历腊月廿一，
距离春节还有10天，在萧山各大酒店已经
基本订不上年夜饭了。据统计，至1月10
日，全区10桌以上年夜饭订餐备案的酒店
餐厅已有86家、2599桌、27718人，预订家
数、桌数、人数分别比去年上升了25%、
16%和13%。

为了避开高峰期，不少家庭选择错峰
吃年饭，近几年农村（社区）放心厨房建设，
也让更多家庭将视线投向了家门口的家宴
中心。同时，受移风易俗影响，盲目攀比浪
费情况减少，今年萧山人年饭的关键词是：
实惠、安全、就近、节约。

酒店难订“错峰”开吃

“除夕晚上的包厢提前三个月就订满
了，大厅都没有多余的位子了。”开元名都
大酒店负责宴席预订的朱女士说，“有的顾
客提前一年就开始预定了，年饭的宴席一
向是很紧俏的。”

面对爆单压力，不少家庭另辟蹊径，
选择“错峰”开吃。从去年10月份，萧山
不少酒店就开始陆陆续续承接年饭宴席，

“萧山人善于精打细算，年前菜价便宜，酒
店也好定，亲友都能约到，总体效果比较
好。”党湾镇建筑企业老板王先生说：“这
股风气还是从我们沙地这边开始的，因为
大家过年忙生意，没时间办年饭，只好提
前或延后，慢慢周围人都这么操作了。”因

“错峰”流行，不少萧山家庭的年饭往往从
前一年10月吃到来年5月，跨度达半年之
久。于是，也出现了不少“国庆回家吃年
饭”“元宵吃年饭”“清明还在吃年饭”的萧
山特色情景。

也有些人不认同“错峰”办年饭，城厢
街道的董女士说：“像我们这种家里亲友多
的，一年里有好几个月都忙着赶场子吃年
饭，正月里年味很淡，感觉有点流于形式
了。”

家宴中心滋味好 移风易俗见成效

相对于订酒店，不少家庭还是偏好乡
厨烧菜自家办酒。如今，不少改造完成后
的家宴中心成了“香饽饽”，居民争先预
约。位于宁围街道利一家园西北角的家宴
中心规模较大，共两层，每层含两个厨房，
一次可举办100多桌宴席，容纳上千人。
据村干部沈柏军介绍，“从去年改造完成
后，家宴中心几乎就没有空置的时候，除了
红白喜事及各类宴请，操办年饭成了大头，
尤其是进入10月后。最近几个月村里的
乡厨都不够用，不少村民从酒店请来外地
大厨帮忙。”

下午两点钟，乡厨来新坚正在紧锣密
鼓地备菜中，“村民办年饭一般在20桌到
40桌，每桌有20多个菜，6个冷盘，18个热

菜，都排在晚上吃，每桌菜的成本在1300
到1500元。”来师傅掌勺按场次收费，一场
年夜饭500-600元。

跟酒店相比，家宴中心算是经济实惠
之选。以除夕夜为例，开元名都大酒店年
夜饭4980元/桌起，萧山宾馆4680元/桌
起，宝盛宾馆3588元/桌起，雷迪森铂丽大
饭店 4580 元/桌起，金马国际酒店 2800
元/桌起，跨湖楼2588元/桌起，古越人家
2688 元/桌起，湘湖大院 2888 元/桌起
……根据菜单比对，一些酒店的菜色还没
有家宴中心的丰盛。

去年1月，老虎洞村出台了红白喜事
操办参考标准，明确村民宴请每桌成本控
制在2000元以下，烟酒从简，仪式从简。

目前，老虎洞村的家宴中心预定单
已经排到了 3月份，村民对新改造完成
的家宴中心十分满意。“在自己家门口办
是最好的了，家宴中心这么敞亮，我们自
家买菜、请大厨、配菜单，经济实惠还干
净。”老虎洞村的韩燕说，“邀请亲友来吃
饭，吃完了还能在家里聊聊天、村里逛一
逛，多好。”

圆圆有话说：年饭虽好，也要节制哦。
过年团聚是一件喜事，抢订年饭也是硝烟
弥漫，但若沦为一味攀比的“战场”，失去了
原本的意义，未免不美。建议大家量入为
出，既要选择好日子，尽量避开拥挤吵闹的
高峰期；也要选择好地方，综合权衡酒店和
家宴中心的优缺点；更要选好菜单，从经济
实惠出发，量入为出，避免铺张浪费和过度
奢侈。

年饭订单爆满 家宴中心成香饽饽
从前一年10月到来年5月 萧山人错峰吃半年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俞秀春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杭州空港经
济区获悉，2019年，区级产业互联网
平台——阿里巴巴萧山产业带，线上
销售额突破13亿元，同比增长30%。

据阿里巴巴官方最新提供数据显
示：萧山产业带目前企业店铺入驻数
量已近2000家。为了更好地帮助我
区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去年11月1日，
在第三届萧山跨境电商峰会上，阿里
巴巴萧山产业带与世界500强企业物
产中大旗下物产云商合作，正式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共建跨境电
商产业带供应链、跨境电商综合服务
等项目达成合作。

为了更好地服务我区传统企业转
型升级，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阿里巴
巴萧山产业带主体运营公司——浙江
环行跨境产业带科技有限公司将相关
服务落户空港，在原产地供应链、跨境
通路、营销推广、企业赋能等服务方面
提供资源支持。浙江环行跨境产业带
科技公司也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为依
托，以空港物流（保税物流）为支撑，升
级了传统电商模式，致力于打造原产地
供应链+跨境电商平台+综合服务新业
态，形成货+仓+商的数字闭环，为传统
企业转型升级搭建了又一重要平台。

为进一步打通跨境电商和国内电
商之间的壁垒，助力原产地优势货源出
海，实现跨境电商与国内电商一体化发
展。去年8月15日，杭州空港园区组

织还召开首次萧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
带对接座谈会。阿里巴巴萧山产业带
和相关跨境电商平台等在一起，共谋未
来发展大计。同时，阿里巴巴萧山产业
带还和我区雨伞行业、家纺行业、童装
行业等商家展开深度合作，依靠跨境产
业带服务体系将产品开拓到全球更多
的国家和地区。依靠这种新的模式，南
阳有的制伞企业，甚至一半以上产品销
往欧美等国际市场。

依托国内外知名电商平台，跨境
产业带还助力传统产业借“数”出海。
在深圳前海湾保税区，阿里巴巴萧山
产业带还与深圳保宏电子商务综合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就跨境电商产地供
应链深度合作展开密切交流。

阿里巴巴萧山产业带在帮助萧山
传统企业做好线上集中推广运营外，
也在线下和展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2019中国（萧山）花木节上，通过
线上线下联动，阿里巴巴萧山产业带
将展会主办方中栋国际花木城、阿里
巴巴1688园艺行业、平台入驻企业、
媒体等多方资源联合，形成产业互联
新态势。

空港相关负责人表示，阿里巴巴
萧山产业带依托于原产地优势，充分
整合资源要素，全力打造“制造数字
化、流通贸易智能化、产业标准化、出
海网络化”“四化一体”的产业带数字
化方案，不断实现跨境电商快速发展
改革与创新，为萧山传统企业转型升
级不断赋能。

跨境产业带助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阿里巴巴萧山产业带线上销售额突破13亿元，同比增长30%

■首席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日前，中国移动萧山分
公司与浙江大胜达包装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签约暨5G智能制造创新发布仪
式举行。双方携手将共同探索5G+纸
包装生产制造，提升纸包装行业的智
能化水平，实现智能再升级。

作为中国纸包装行业龙头企业，
近年来，大胜达加大技术改革，积极拥
抱智能制造。去年3月，斥资5亿元的
大胜达智能工厂投产运行；如今牵手
移动，引入5G技术赋能，实现了智能
制造效率再提升，“速度更快了，干扰
性更小了，应用领域也更广了。”大胜
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中心主
任杨德龙说。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5G智能制造
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并成立5G智能制
造创新实验室，共同研究5G系统关键
技术，有效发挥5G技术在生产制造、
制造服务业、供应链管理、产品全生命
周期管理等方面的应用。

事实上，早在3个月以前，大胜达
智能工厂内就已实现了5G网络全覆
盖，一场5G技术带来的生产变革正在
悄然进行中。在大胜达成品纸包装仓
库中，一台台红色的无人运输小车正
在一排排货架中穿梭，“得益于5G低

时延、高速率、大容量等优势，相较之
前Wi-Fi网络连接，小车的反应速度
从50毫秒降至20毫秒内，实现了货物
和物料装卸与搬运全过程更自动、更
智能。”杨德龙说，虽仅是毫秒时间的
提升，却对稳定性带来了质的飞跃，节
能提效实现新跨越。

像这样的应用场景，在大胜达智
能工厂还有不少。除了5G成品仓库
无人AGV智能仓储系统外，5G原纸
筒码管理系统、5G智能视觉识别检测
也已进入应用领域。其中，5G原纸筒
码管理系统利用5G网络，进一步延伸
了运用范围，通过PDA对入库的纸卷
的二维码进行识别，可以直接将信息
传送到后端服务器，实现物资快速出
入库登记；5G智能视觉识别检测系统
基于最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和高清摄
像头，在5G网络赋能下，可实现印刷
图案、位置、品质的自动识别检测，及
时对出现的印刷质量错误予以识别。

5G进入智能工厂赋能生产，其前
提是完成5G站点建设，实现5G网络
全覆盖。据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项目
经理王亦凡介绍，大胜达智能工厂周边
及内部共有5个基站。“我们将通过
5G+智能制造试点，逐步实现应用场景
规模化推广与复制，为萧山传统工厂增
添更多新亮点、新特色。”王亦凡说。

大胜达智能工厂再添5G赋能
实现智能再升级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孙冰洁 张勇

本报讯 临近年末，快递行业愈发忙
碌，快递丢件纠纷并不鲜见。近日，区市监
局城厢所接消费者张女士投诉，称其委托
装裱的一幅画作被店家在快递寄送时丢失
了，双方就责任赔偿问题产生争议。

经了解，快递包裹内为张女士委托某
裱画店装裱的一幅牡丹画，系其父多年结
交好友所赠，作者为一位清华大学教授。
该画在裱画店快递寄至苏州合作方装裱过
程中丢失。经区市监局城厢所工作人员查

证，该快递确在揽件后再无物流更新信息，
快递员也表示反复找寻未果。

画作在快递寄送环节丢失确为事实，
但三方就责任赔偿问题僵持不下。张女士
认为画虽未估价，但情义“无价”，要求裱画
店赔偿2万元；店家认为丢件主要责任在
快递方，其同意赔付店内任一牡丹画作为
补偿；而快递员表示因寄送时未估价保价，
按公司规定只能依据快递费14元的标的
作7倍赔付，且赔付由个人承担。

区市监局城厢所积极组织三方进行现
场调解，秉承快递丢件问题中谁过错谁承

担原则，快递方承担揽件后遗失的主要责
任，裱画店对其在寄送时未向快递公司声
明包裹内含有贵重物品、且未在快递面单
内标注或保价的行为承担部分责任。同
时，调解人员也建议张女士理解快递员个
人经济能力酌情赔付。最终赔偿方案为：
店家予以补偿一幅店内自估价2万多元的
牡丹画，且快递方赔付张女士1000元，三
方达成一致。张女士对城厢市监所经办人
员多次沟通、积极调解，为其挽回损失的作
为点赞。

区市监局成功调解一起“无价”快递丢件纠纷

10桌以上年夜饭订餐备案的酒店餐厅

86家
上升
25% 2599桌

与去年相比

上升
16%

与去年相比

27718人
上升
13%

与去年相比

酒 店 2500-5000元不等
家宴中心 2000元以下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