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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杭州萧山城厢杜湖股
份经济联合社于2020年 9
月19日开具浙江省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票据
代码：73101，票据号码：190
0107082，金额：261815.86，
此收据第二联，声明作废。
●遗失萧山区瓜沥镇党山幼
儿园，萧山区财政局领取的浙
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资金往来款结算票据存
根联，发票号1900619576—
1900619600，声明作废（遗失）。
●遗失杭州天开市政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象山港大桥及接
线工程L1合同段项目经理
部开户许可证，开户银行：宁
波银行西门支行，账号：

22010122000352284，核准
号：L3320002330601，及项
目经理部章、财务专用章、常
会盈印共3颗章，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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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
检修计划预告

6 月 15 日 8∶30-16∶
30检修湾镇A458线永安村
7#变：萧山区党湾镇永安村
一带；8∶30-16∶30检修靖
渭A337线瓜沥供电营业所
3#变：萧山区瓜沥镇集镇一
带；8∶35-17∶30检修顺宁
A394线顺九开G12顺坝合
作：萧山区宁围街道杭州风
领物业管理等一带；8∶35-
17∶30检修顺二A402线顺
二开G25海洋学院：萧山区
宁围街道浙江师范大学杭州
校区等一带；8∶35-17∶30
检修顺一 A385 线顺一开

G15钱灌二线：萧山区宁围
街道杭州市萧山区钱塘江灌
区管理中心等一带；8∶30-
16∶30 检 修 越 王 变 荣 星
A009线山阴开G15长运汽
车：萧山区北干街道杭州萧
山 长 途 汽 车 运 输
（1321285077）及其周边一
带；8∶30-12∶30检修惠设
A130线兴议安置房26#公
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北
干街道兴议安置房及其周边
一带；9∶30-17∶30检修吉山
A365 线生态开川态 A365
线05/12/08/03杆耐力工具
令克：杭州耐力工具；9∶30-
11∶30检修04/03/01#杆王
家闸2#变令克：萧山区进化
镇王家闸村；8∶30-16∶30检
修34#杆英华工艺品令克：杭
州英华工艺品。

便民热线

启 事
根据萧民【2019】163号文件精神，因义桥镇徐童山下村

公益性公墓项目建设的需要，按照《殡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
定，确保迁坟工作的全面完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义桥镇人民政府于2021年3月16日在萧山日报刊登
迁坟公告至今，迁坟工作已进入尾声。剩余部分坟墓请在

规定期限内迁移。迁坟最后时限自2021年6月11日起至
2021年6月18日17:00止，若期间无人认领，一律视为无
主坟墓处理。迁坟范围：徐童山下村凤凰山孙家坞区块。

萧山区义桥镇徐童山下村村民委员会
2021年6月11日

关于义桥镇徐童山下村迁坟的通告

萧山区
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城市阳台

潮水涌高等级

6月11日晚潮时间

14∶00

14∶17

15∶11

危险

高潮位(米)

5.40

5.30

5.2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6月12日 早潮时间

01∶20

01∶36

02∶26

高潮位(米)

5.80

5.70

5.60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的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
广告位3年租赁权：1、萧山钱江世纪城公交站点广告位约

262块（其中，公益广告位184块）；2、萧山钱江世纪城公共自行

车棚广告位约282块（其中，公益广告位129块）。整体为一个

标的。起拍价77.3万元。

起拍价是指该标的1年的租金，租金每年不变，1年一交。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1年6月18日9：30；杭州市萧山钱

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2009会议室。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21年6月11、12日；标的现场

展示。

四、报名时间：2021年6月16、17日（上午9:00—11:30、下

午13：30—15：00）；报名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886号萧山

农业大厦1号楼3楼，联系电话：82357356、17758023002。报名

时，请随带有效证件，并缴纳保证金10万元，保证金不计息。

五、保证金缴纳账户：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萧山支行，账号：9504122111858。保证金必须

于2021年6月17日15:00以前到账。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11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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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跑市场
■记者 杨圆圆

传递中国人节日情感的最佳媒介永
远是食物。端午佳节将至，萧山各商超早
早开启了节日食品促销大比，粽子作为其
中的杰出代表，占据各商超入口处的绝对
C位，展位显眼、声势浩大。

东坡肉、红烧排骨、腐乳、金枪鱼、香
辣螺蛳粉、芝士培根、冰淇淋……这些看
起来毫不相关的食材，都能成为糯米粽的
新口味。为了应景，就在这几天，不少雪
糕、奶茶和甜点品牌也开启头脑风暴，推
出了多款粽子味道、形状的产品，试图达
成“蹭热度”的目标。虽然市场上口味纷

呈，甜咸不一，但记者调查发现，市民最爱
的口味是大肉粽，偏好的是五芳斋、知味
观、楼外楼这样的老字号。

粽子吃甜还是吃咸？
销量3比7

“萧山的消费者更喜欢吃咸口。”在大
润发超市，导购小花告诉记者，“大肉粽每
年都是卖得最好的口味，今年也不例外，
各类甜粽则比较受小朋友和老年人欢
迎。”甜粽和咸粽的销售情况，整体销量比
在3比7左右。

今年的节日食品销售情况如何？节
前两周，商超开始提前预热，推出满35元
立减5元、满150元立减20元的促销措
施，本周迎来销量爆发期，以礼盒装团购
批发为主。小花介绍：“节前各企业开始
陆续发节日礼品，以礼盒装粽子和咸鸭蛋

为主，一个订单有几百盒，越临近端午节，
销量越呈现出直线增长的趋势。和去年
同期相比，今年超市线下端午食品的销量
有明显增长，预计到端午当天还会有一个
爆发。”

节日期间，市民走亲访友除了带上粽
子和鸭蛋，还会搭配一些牛奶和水果，这
也是近期商超里销量较为走俏的两类。

口味之争
经典与猎奇对决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口味和经典款，
哪种更有吸引力？

“我之前试了一个鲍鱼馅儿的粽子，
味道真是奇奇怪怪，接受不了。”热爱尝鲜
的市民陈女士说，“但是看到新出的香辣
螺蛳粉味，我又忍不住下手了。”

在盒马鲜生超市，香辣螺蛳粉味道的

粽子被摆在了显眼位置，而到了大润发超
市，它被随意安排在货架的其中一格，显
眼位置是销量最高的肉粽。这也间接体
现了两家超市在瞄准消费人群上的差别。

“每年都会有这种创新口味，虽然销
量不怎么好，但是总有年轻人愿意为尝鲜
买单，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当作点缀。”导购
员小花说，“每年摆在货架上的粽子口味
有几十种，但受欢迎的永远是经典的那几
款肉粽礼盒。”

线上多渠道分流
线下同比稳步增长

随着商超App应用的推广，线上购物
正在成为商家们争夺的“新战场”。

在大润发的App上，走企业团购通
道，同款粽子礼盒，线下零售价为389元，
线上批发价仅为325元，优惠空间较大。

针对普通消费者，大润发在线上也推出了
部分端午产品五折促销、送货上门以及各
类满减活动，记者综合对比后，发现线上
消费比线下划算许多。

在萧山万象汇的盒马鲜生，随着节日
临近，配合最近的“618大促”，线上App
也推出了各式促销活动，尤其是多款特价
粽子礼盒，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欢迎。

“这几年，我们发现线上的交易量越
来越大，特别是萧山的年轻人，逛超市买
菜的习惯正在被网购替代。”大润发超市
的张经理介绍：“我们的消费群体正在分
流，线上销售量在逐年稳步增长。”

对于更年轻态的盒马鲜生来说，这种
趋势表现得更为明
显。线上业务几乎
可以和线下业务并
驾齐驱，每日线上
成交量都不低。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萧司

案例：
主播带货，是互联网经济背景下诞

生的全新营销模式。随着该行业的不
断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主播素质良莠不
齐、产品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令消费
者感到担忧。近日，王先生便遇上了类
似问题。

王先生观看网络直播时，在主播许
某处购买了一款品牌手机，手机到手之
后才发现是山寨货。多次沟通无果后，
王某将许某连同其所在的直播平台一
起告上了法庭，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说法：

王某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平台要和主播一起承担责任吗？浙江
博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建萍进行了解
答——

首先，虽然双方全程通过网络完成
交易，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但交易
行为的存在使双方之间形成了合同关
系。也就是说，主播许某等同于销售

方，购买手机的王某则享有作为消费者
的权益。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
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
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
权利。因此许某有义务向王某告知其
所销售商品的真实情况，否则王某便可
以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多
少，则需要根据商品的性质来确定。

就本案来看，王某购买的商品是手
机，在商品价款三倍范围内的赔偿请求
都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否能要求直
播平台一并承担责任，还要看实际情
况。要求直播平台承担责任的前提是，
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主播存在售假行为
却未采取相应的措施。实际上，在平台
是否知道主播存在售假行为的问题上
存在一定的证明难度。

最终，互联网法院判决由主播许某
对王某承担赔偿责任。

■首席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怕考生迟到，这两天我比
他还紧张。”昨天早上7点多，当区红十字
传林志愿服务出租车队队长胡尧炎顺利
地将考生小胡送到萧山十中考点时，仍
略显激动。

胡尧炎结对的考生小胡，高考期间
每天需要往返瓜沥与萧山十中之间。单
趟25公里，对于每天奔波在路上的出租
车司机来说，将乘客安全送到目的地并
不是难事。但当乘客的身份变成高考
生，作为司机，肩上的责任不免多了几

分。“6月7日，早上7点到下午5点送回；
6月8日中午12点45分到下午5点送回
……”胡尧炎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清晰地
记录下了接送小胡的时间。

由于高考实行了3+3高考改革，几
时考哪门课何时结束，摸清考生的考试
时间制定接送计划表并研究最佳路线，
成了胡尧炎接下爱心助考任务后的“功
课”。这两天，家住河庄街道的胡尧炎都
会早早地赶去接考生，早早地在考场门
口等待考试结束。

不光是胡尧炎，这两天区红十字传
林志愿服务出租车队的队员们也活跃在

萧山中学考点门口，应对考生们的不时
之需。每年高考期间，车队总是冲在爱
心助考第一线,为广大考生及家长提供
爱心助考服务，采取免费定点接送、考点
驻守等方式为学子们保驾护航，这一坚
持就是11年。

平日里，你也能常常见到这支爱心
车队的身影，车队成立以来，队员们做过
的爱心义举不胜枚举：长期结对残疾学
生、抗战老兵、困难学生，参与无偿献血、
接送血透病人……他们用行动展示着出
租车司机的风采，已成为我区城市文明
窗口的一张金名片。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如今反诈宣传如火如荼，
大街小巷经常能见到各种宣传标语、展
板以及民警的真人秀立牌，这一切的目
的都是希望广大市民能够提高警惕，守
牢钱袋子，不要被骗子骗走辛苦攒下的
积蓄。

然而，近日却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
——烈士陵园周边摆放的3块民警真人
秀反诈立牌遭到人为破坏。城厢街道
燕子河社区工作人员在开展反诈宣防
工作时发现了这一幕，第一时间报警。

真人秀立牌虽非活物，也不贵重，
但背后承载着公安形象。全民反诈背
景下，损毁反诈立牌的行为更显恶劣，
必须将幕后黑手揪出来。民辅警迅速
调取烈士陵园周边监控，通过回放比

对，发现当日凌晨5时许，一名男子在真
人秀立牌附近徘徊，形迹十分可疑。

通过进一步分析追踪，民辅警在城
厢街道某集体宿舍内，将嫌疑人汪某
（化姓，55岁，萧山人）抓获。此时，离社
区工作人员报警仅过去不到两个小时。

汪某是一名退休人员。据其交代，
因为闲来无事，他经常出门溜达。当天
在马路上看到几块民警真人秀反诈立
牌后，他突发奇想拿出打火机去烧，一
个不够还连烧了3个，觉得这样好玩。
经过民警批评教育，汪某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目前，汪某因寻衅滋事被萧山
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警方提醒，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形
象不容破坏，对于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
响的行为，公安机关必将依法严肃处
理，绝不姑息！

端午将近 粽子牛奶水果销量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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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吕才庄公园绿道旁，市政工人正在抓紧连接排水管道，确保汛期排水畅通。记者丁毅摄接管防汛

爱心助考这件事 他们坚持了11年

直播中买到山寨货 如何维权？

微言说法

男子抹黑民警形象被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