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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咨询工作室
对婚姻情感、家庭教育、各种
压力危机有着多年深入研
究，已帮无数求助者走出迷
茫、焦虑、烦闷困境的国家级
专业咨询师及其工作室入驻
萧山。一对一听你倾诉，用
专业客观的理性分析，帮你
疏导、解惑——堵心，找清心。
地址∶万象汇A座写字楼1512室
预约∶18969135398（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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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厂房买卖就找王岗
专业代理大型厂房出租出售
专业代理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
电话∶18606505558王岗

萧山供电公司
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11月23日 8∶30-16∶
30停越王变越一A008线天
一开G12金地天逸1#公变
变电所G11：萧山区北干街

道金地天逸及其周边一带；8
∶00-16∶00停东村A488线
东村村4#变：萧山区益农镇
东村村3组一带。

招 聘
1、诚招：熟练户外家具

布艺车工若干，一经录用待
遇从优。

2、我司有大量户外家具
布艺产品需要加工，欢迎有
车工资源的人士来承包，具
体事项面议。

联系电话：0571-82767012
13362897435

浙江汉欣家具工业有限公司

招 租
现有位于城厢街道体育

路211号1-2楼（440.6m2），
该处房屋面向社会公开招
租，报名时间2020年 11月
19日—20日。

联系人：赵先生
电话：13666617003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便民热线

房产信息招聘信息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在杭州市
萧山区益农镇(东至学工路，南至规划用地，西至邮政支
局，北至兴贸路)建设萧山农商银行益农支行营业办公
用房项目。现将设计总平面图、主要立面图、剖面图及
效果图予以公示，广泛征求意见，详细资料可登陆杭州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y.hangzhou.
gov.cn）、或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1楼、益农镇
人民政府1楼、益农镇兴裕村村委会进行现场查询。

公示时间自2020年 11月 16日至 2020年 11月
25日。如有意见或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市心北路99号）506室，邮箱311215，或
将意见投递到现场意见箱。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利
害关系人如需申请听证，请在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
内提出申请。

电话：0571-83530626
联系人：周小姐
建设单位联系电话：0571-82727008
联系人：陈鉴表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20年11月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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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鼎发机械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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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鼎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茶楼咖啡行业协会依据《政府部门管

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政府部门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
年11月13日起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茶楼咖啡行业协会
2020年11月13日

■记者 杨圆圆

本报讯 2020年中国购物狂欢节“双
11”落下帷幕，12日凌晨，天猫宣布今年

“双11”狂欢夜的总成交额为4982亿元，
京东为2715亿元，再次刷新纪录。从天猫
公布的半程“剁手榜”可以看出，浙江在全
国省级购买榜排名第二，杭州在全省购买
力排名第一，而在全市各区县的PK中，萧
山排名第三。浙江人最爱买的依次是手
机、面部护理套装、面部精华、羽绒服和卫
衣。

迎接“双 11”，萧山人不仅敢于“剁
手”，也很能带货。据区商务局统计，今年

“双11”期间，我区重点电商平台和企业全
力备战，创下佳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部分重点电商平台和企业交易额已超31
亿元。

直播成为电商行业的“黑马”

今年是萧山直播电商的爆发之年，直
播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电商模式。“双

11”当天傍晚，位于中国TOP直播电商产
业园的浙江妙趣互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的直播间里，原本要到傍晚6:30才开播的
主播们已经提前上了直播台，因为主要销
售食品和厨房用具，主播在直播间里现场
做起了料理，并时时与大屏前的粉丝互
动，十分热闹。

据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下午的直
播共准备了22款产品供粉丝选购，晚上的
直播则准备了40多款。“双11”期间，直播
的产品种类相比平常翻了两倍左右。

浙江妙趣互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EO助理夏伊说：“其实‘双11’从淘宝上
来说是从1号就开始了，各个平台都是这
样子。我们的工作人员从10月份开始就
进入了备战状态。”

当天，记者走进中国TOP直播电商产
业园好易购演播厅，“双11”直播预售带货
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主播们滔滔不绝地
在台上介绍产品，面前除了以往传统的电
视大屏，今年还多了几个手机小屏。好易
购家庭购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洁说：

“‘双11’是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准备了，这
个是我们好易购直播官方台的转型，因为
以前是电视购物，去年开始转型，今年是
第一次大型的大屏、小屏多平台直播。”

据林洁介绍，这次“双11”，公司针对
不同的客户群体准备了多款秒杀产品和
定制产品。从11月1日至11月11日期
间，每天都会推出主题专场，家纺、电器等
产品应有尽有。

据统计，购物节期间，在中国TOP直
播电商产业园内的35家MCN机构，连续
11天开展了1000多场直播，实现GMV
（电商平台的成交金额）5.2亿元，创造了开
园以来的新纪录。云创直播全国开播超
13000场，线上总成交额同比增长287%，
线上总流量同比增长308%，总销量数据
约 1.33 亿元。聚匠星辰直播 7场，实现
GMV 2.3亿元。

电商平台精准“狙击”消费者需求

11月 9日0：00，乐刻“双11”促销活
动正式开始，不到20个小时，平台销售额

突破1亿元。截至活动结束，共产生55.1
万个订单，销售总额为1.71亿元，同比去
年增长54.1%，创下健身服务行业新纪录。

据悉，此次“双11”活动，乐刻会员卡、
私教、训练营、乐刻学院、集市电商、线上
live到家直播等业务线全部参与，推出直
降折扣、满减等优惠，活动覆盖全国14个
城市、500多家门店。“今年‘双11’，我们
各条业务线的销售额都有明显增长，像私
教业务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53%，会员卡
GMV突破3679万元，同比增长45.5%。
另外，集市电商的健身补剂、健康零食等
商品，都达到‘双11’成绩的新高，说明大
家对运动体育、大健康的需求是不断上升
的。”乐刻运动城市事业部总经理汤鑫表
示。

与此同时，云集电商平台“双11”期间
的销售额达9.25亿元，其中，11月11日当
天销售额为1.31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今
年云集将电商洞悉消费趋势的优势与扶
贫相结合，打造贫困地区的特色产品名
片，通过一系列整合创新，开发出受到市

场欢迎的新型消费品，比如将萧山萝卜干
与贵州黔东南的辣椒进行重新组合，研制
出一款更能迎合浙江地区偏爱吃辣的年
轻消费群体的辣椒酱产品。

甩甩宝宝电商平台推出35场次促销
整场或单场活动，作为社群新零售“玩
家”，11月11日单日销量突破2亿元，其中
扶贫助农项目类突破2000万元，帮助本地
外贸型企业转内销突破1200万元。

“双11”期间，萧山活跃的电商企业也
呈现出多点开花的盛景。

其中，英树科技全渠道网络交易额为
5.97亿元。全尚科技公司网络交易额为
1.6亿元。金扇子网络公司销售额突破1.1
亿元，同比增长97.39%。星柚、萨莎、藤椒
互娱等电商公司的全渠道网络交易额均
为3000万元以上。

聚焦民生实事
市监在行动

圆圆跑市场

■记者 杨圆圆

本报讯 湘湖下孙文化村游客服
务中心的自动售药机是去年6月份设
立的，作为杭州首个送药上山进岛服
务点，这台自动售药机人气很高。负
责人吴杰说：“它可以辐射景区游客和
周边几公里的村民，除了现场购药，村
民还可以选择打电话订‘外卖’。”

小小的一台售药机，对湘湖景区
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湘湖景区面积
达18平方公里，但遗憾的是，景区内
一直没有药店，如果游客在游玩时有
些突发情况，多数情况下只能开车去
萧山城区购药或就医。

区市场监管局药品科科长张建宏
说，今年，区市监局从全区医药布局及

群众购药需求的实际出发，增设萧山
高速服务区东、西两区和河上游客中
心两处便民服务点建设，极大地纾解
了群众的购药难题。

半夜突发急病怎么办？24小时网
订店送，让市民深夜也能在家中等药
上门，打通购药的最后一公里。

“网订店送”采用线上下单、线下
配送供应药品模式，各药品连锁企业
积极推出“送药上门”服务，通过电话、
微信、网上预约等方式登记用药需求，
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所需药品。
目前萧山已完成10家24小时网订店
送药房建设。

在萧山“网订店送”药房建设中，
各药店因地制宜、因店施策，选择只销
售非处方药、联合本地区医疗机构合
作、结合“互联网+医疗”合作三种模式
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及时上线开通
24小时送药服务，使群众享受到“外卖
式”服务。

在完成建设的基础上，张建宏表
示，接下来要进一步健全日常检查机
制，对照建设标准开展经常性检查巡
查，督促做好便民服务、药品配送及台
账记录等，加强药品质量、购销渠道、
储存条件和储存情况检查，确保两个
项目规范化运行。

■首席记者龚洁见习记者童宇倩韩振羽

本报讯 日前，记者探访城区部分超市
及农贸市场了解到，随着生猪供应量增加，
猪肉价格出现下行趋势。据相关业内人士
分析，随着肉类消费进入一年中的最旺季，
未来几个月猪肉销量会增加，近期猪肉价
格最大可能保持稳定，或在春节前继续小
幅回落。

居民菜篮子变“轻”了

作为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猪
肉价格的涨跌无形之中影响了不少家庭的

“菜篮子”支出。日前，记者来到西门农贸
市场二楼的肉类专区，各个摊位上整齐摆
放着新鲜猪肉，包括猪五花、猪排骨、猪里
脊、前后腿等，在生鲜灯的映衬下显得更为
诱人。鲁阿姨正拎着帆布袋在挑选猪肉，

“今天买了3斤五花肉，25元一斤，每斤至
少比前段时间便宜了3元。”

天天来农贸市场买肉的市民王大叔
说，儿子爱吃肉，无论价格多贵都会买。“上
个月小排大概64元/公斤，现在60元/公
斤，支出会相对轻松一点，但总体影响不
大。”另一位市民程阿姨表示，她就住在农
贸市场附近，也会天天来买肉。“现在生活
条件变好了，不会因为肉价下跌就多囤肉，
每天买一点新鲜的肉就好。”程阿姨算了一
下，上个月58元/公斤的猪后腿肉，这几天
54元/公斤，稍微降了一点。

市民表示，这段时间猪肉价格下跌感
觉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前段时间基本下跌
4—10元/公斤，市民的“菜篮子”轻了一
些。

猪肉价格下降是否会影响销量？记者
随机采访了一些销售猪肉的摊主，得到的
答案均是“影响不大”。“我现在一天能卖两
三头猪，一个月以前也差不多。”一个位于

“黄金位置”的摊主表示。另一个摊主也表
示，虽然猪肉价格有所下跌，但销量和一个
月前比相差无几，一天还是卖一到两头猪。

生猪存栏量逐渐回升

“昨天的出栏价是31.4元/公斤，虽然
仍处于高位，但回落速度较快。”我区一位
养殖场负责人介绍，猪肉价格出现下跌，主
要是原先约一半都是以散户养殖为主，经
过非洲猪瘟和疫情的影响后，现在六成以

上养殖场都基本是大集团公司规模化养
殖，生猪存栏量和出栏量持续回升。

从全国的大环境来看，也证实了这一
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3月份以来，生猪
出栏连续多月环比增长。非洲猪瘟的稳定
防控增强了养殖信心，越来越多的养殖场
从当初的恐慌、观望开始复养、增养，供应
量不断上升，稳定了猪肉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进入11月底，也到了
一年的腌腊肉、灌香肠的高峰期，这段时间
的猪肉需求量会上升，价格基本会保持稳
定。等到春节前一段时间，预计猪肉价格
或继续会有所下跌。

我区“双11”交易额超31亿元
区内重点电商平台和企业“成绩单”来啦！

生猪存栏量回升 猪肉价格下行 送药上山进岛+24小时网订店送
打通购药最后“一公里”

开栏语：今年区市监局牵

头一系列省、市、区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其中主要包括送药上

山进岛便民服务点和 24 小时

“网订店送”药房建设、培育发

展放心消费单位、农村家宴放

心厨房等方面。从今日起，本

报开设“聚焦民生实事，市监在

行动”栏目，全力筑牢食药安全

防线，守护群众放心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