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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
社区的这家公益理发室也是从那时候开
始运行的。”郭先生是这项公益活动的发
起人，所有在这里为老人们服务的理发师
都是他理发店的员工。“我们每周日上午
都会准时到这里，一次来两位理发师，我
每次还会安排人员轮换，让店里的每个人
都有公益服务的机会。”郭先生说。

提起办公益理发室的初衷，郭先生爽
朗地笑了起来，“我其实就想让他们知道，
做公益行善事比赚钱来得更快乐。”两年
时间里，这家小小的理发室被越来越多的

人知道，每个周日都有不少周边小区的老
人们赶来这里理发。“来这里理发挺方便，
而且小伙子们的服务态度也很好嘞。”一
旁等待理发的老人们对理发室的服务赞
不绝口。

两年的无私付出让这个团队得到了
社会的认可。在今年的“3.5”学雷锋日，
星火苑社区公益理发室正式接受了共青
团杭州市余杭区委员会的授牌。“只要有
人继续支持我们，员工们的干劲也会更加
高涨，我也会把这个理发室一直开下去。”
郭先生说。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 通讯员 俞
超）前天，“奢华之色——江阴市博物馆
馆藏宋元明金银器特展”在中国江南水乡
文化博物馆开展，展出的 85件金银器横
跨宋、元、明三个朝代，大都出土于江阴当

地窖藏及墓葬。
江阴市博物馆收藏的宋、元、明时期

的金银器以发饰和生活器具为主，在工艺
上采用了铸造、锤鍱、錾刻、镂雕、累丝等
多种技术，许多金银饰器还镶嵌着珍贵的

宝石。此次展出的 85件金银器，代表着
宋以后江南地区金银器制作的较高水准，
再现了当时人们的富庶生活。本次展览
时间为3月11日—5月9日。

美丽余杭人

两年风雨无阻 手中的理发剪从未放下
星火苑社区公益理发室坚持为老年居民义务理发去博物馆看去博物馆看““真金白银真金白银””

每一次细致的修剪，饱含着理发师

们的坚持与爱心。前日，设立在星火苑

社区老年人之家内的社区公益理发室

迎来了今年的第一批客人，新一年的公

益服务旅程再度开启。
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沈黎燕

本报讯（记者 孙明姝）近日，位于
梦栖小镇的海涛创意设计携手知名时尚
媒体瑞丽，跨界联名发布童装作品，亮相
2018 Kids Moda迪拜童装周，为中国原创
设计师品牌发声，让世界看见中国童装服
饰文化之美。

据悉，迪拜童装周由迪拜时尚设计委
员会和迪拜旅游发展局联合主办，是全球
最大规模的国际童装周之一，也是继纽约
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和伦敦
时装周之后，全球时尚界重要的国际童装
流行趋势发布平台，集合了多个知名童装
品牌以及权威时尚人士参与盛会。

发布会上，孙海涛童装带来了以“摩
诞”为主题的一系列作品，寓意时尚摩登
诞生之意，将新潮牌、新街头、新嘻哈、新
中式等流行时尚元素融入到孙海涛童装
品牌之中。作品以黑色为基调，采用简单

又符合人体美学的裁剪，并融合“绿色、生
态、健康”概念，选取棉、毛、麻、丝等高端
天然材质拼接糅合、巧妙搭配，铆钉、流
苏、织带、羽毛等时下潮流元素组合碰撞，
打造出健康、舒适又时尚的童装风格和潮
流逻辑。

“我们希望为小朋友营造一个充满快
乐和健康的童年，就像母亲的爱一样，陪
他们慢慢长大。”海涛创意设计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据介绍，海涛创意设计由

“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孙海涛所创
立，是一家优秀的设计领军企业，也是全
国十佳工业设计公司、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等。入驻梦栖小镇后发展迅速，孙海涛
带领团队坚持原创设计和“造物、造势、造
梦、造福”的设计理念，不断探索开创服装
设计的新纪元，推动着服装行业的发展。

向世界展示中国童装服饰文化之美

海涛创意设计亮相迪拜童装周

因星都路改造道路工程施工需要，即日起对星
桥街道星都大道（星发街—临丁路）实行半幅封道施
工，工期计划为10个月，对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知。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

2018年3月13日

通 知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3月12日——15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黑 豹
12:40 18:40 30元

杭州禧利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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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2018年3月13日

杭州禧利食品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公 告

杭州瑾华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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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2018年3月13日

杭州瑾华食品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停电预告
2018-03-14 09:30-17:30 高桥H794线仓兴开关

站太炎路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
道：太炎路东侧、灵源股份经济合作社一带；08:00-17:
00 爱丽G069线（蓝调开关站 II段调果G0693线-枫庭
开关站 II段果庭G0694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星桥
街道：爵士花园小区一带；08:30-16:30 亭镇G030线
亭趾机电站分线2#杆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
街道：亭趾街道南桥北、中亚皮件厂、顺益服饰厂、亭
趾街道南桥南一带；08:50-17:30 康庄G834线姚家角
分线7号杆后段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
杭州余杭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前村港闸站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86130111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为

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目
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向社
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
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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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遗失德清县博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2417089，声明作废。
杭州一泓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代
码：3300161320，号码：20968549，声明作废。
遗失仲帅溢残疾证，证号：33011020100311391221，声明
作废。
遗失曹忠良残疾证，身份证号：330125197511150774，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秘境餐饮有限公司注册号：
330184600864847,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05月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乔司街道吴新梅食品店注册号：
330184600910210，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08月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戴尼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3300151320，号码：03198346，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易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328220533X,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2017年01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蔬菜批发交易市场王西杰蔬菜摊注册号：
330184600257818，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09月8月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金韶晟证号为 02000333000080002016008921 的执业证
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河南新和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28081Q91，杭州市余杭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 11月 2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一喜物食品店注册号：
330184600682166，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年09月1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李芳平残疾证，号码为33052319690410522344B，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钱江五金工具有限责任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为G10330110000133807，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吴文忠石材经营部注册号：
330184600178572，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年5月25号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华扬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机构信用代码
证，代码为Ｂ4033010503552930Z，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万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一本，
核准号为 J331002353940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恒远建筑有限公司原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金恒德汽车物流广场文进汽配商行，注册号为
330184600314565，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杭分局于
2012年3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金恒德汽车物流广场文进汽配商行税务登记
证正本，号码为3424251968061420131A，声明作废。

本公司将于 2018年 3月 22日上午 10:00在杭
州余杭塘栖古镇景区，塘栖广济桥运河遗产展示
厅二楼，小城市规划馆会议室举行招租竞标会。

一、招租标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人民
路 213-215号，共二层，建筑面积约 231.86/㎡。本
次招标采用竞价方式，合同期内租金每年递增
10%，合同有效期 3年，报名时需缴纳保证金 5万
元/个标的。

二、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展示、
报名。报名须提供相关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
章(个人提供身份证;企业提供法人身份证、委托
书、营业执照)。并向本公司银行账户（户名：杭州

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开户银
行：中国银行杭州余杭塘栖支行，银行账号：
387067697341）交纳保证金后，凭有效证件及保证
金交纳凭证到本公司办理竞租手续。保证金须确
保在2018年3月20日16时前到达指定帐户。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 3月 20日 16
时。（双休日除外）

三、咨询电话及报名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塘栖
镇 酱 园 弄 9 号 402 室 ，联 系 人 钟 女 士 ：
0571-86372115

杭州余杭运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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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君权旅馆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陆连永残疾证一本，编号：330125195403175019，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馨悦橱柜商行注册号：
330184600891673，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07月0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春口饭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110MA28R70Q7C，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2017年04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森博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运河街道周永胜副食品店注册号：
330184600457460，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5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魏寿炳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540114351544，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诚荣物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103964931037，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12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方进残疾证，证号：330125197012202517，声明作废。
遗失陆羽山庄有限公司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菜鸟光伏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102MA27WH6T3H，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 2017年 09月 3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余杭频道(YHTV综合频道)
节目单

余杭新闻共同关注\舌尖上的中国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2018/3/22 星期四
专题栏目
电视剧:百花深处(26,27,28)
专题栏目
圆梦园的故事
生活对对碰
余杭新闻共同关注\舌尖上的中国
圆梦园的故事 生活对对碰
2018/3/23 星期五
专题栏目
电视剧:百花深处(29,30,31)

电视剧:不是不想嫁（2,3）
专题栏目
电视剧:百花深处(20,21,22)
学法看法
余杭新闻共同关注\舌尖上的中国
余杭新闻（特约）共同关注
学法看法 生活对对碰
2018/3/21 星期三
余杭新闻共同关注/舌尖上的中国
电视剧:百花深处(23,24,25)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舌尖上的中国/余杭新闻共同关注

2018/3/19 星期一
电视剧:解忧公主 不是不想嫁
电视剧:百花深处（17,18,19）
专题栏目
生活对对碰
余杭乡村
余杭新闻共同关注\舌尖上的中国
余杭新闻（特约）共同关注
2018/3/20 星期二

日期
9:05
13:36
16:06
17:39
19:35
20:00
21:00
日期

9:05
10:50
13:36
19:35
20:00
21:00
21:30
日期
12:01
13:36
17:20
17:39
18:00

20:00
21:30
日期
11:30
13:36
16:10
17:20
17:39
20:00
21:30
日期
11:30
13:36

17:20
17:39
18:00
21:00
21:30
日期
11:30
13:36
17:20
17:39
20:00
21:00
21:30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舌尖上的中国/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余杭新闻（特约）共同关注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2018/3/24 星期六
专题栏目
电视剧:百花深处(32,33,34)
余杭教育
生活对对碰
余杭新闻共同关注\汉字五千年1
余杭新闻（特约）共同关注
余杭教育 生活对对碰

2018/3/25 星期日
电视剧:不是不想嫁（12,13）
专题栏目
电视剧:百花深处(35,36,37)
生活对对碰
绿水青山看余杭
余杭新闻共同关注\汉字五千年2
余杭新闻（特约）共同关注
绿水青山看余杭 生活对对碰

日期
9:05
11:30
13:36
17:39
19:35
20:00
21:00
21:20

备注：固定栏目 18:00余杭新闻（22：00重播)
次日白天 7:00开始重播前晚部分节目

本报讯（记者 王瑜薇）昨日下午，区
市场监管局、区消保委联合召开 2018年“3·
15”活动新闻通报会，通报 2017年余杭区消
费投诉分析、食品安全情况报告、产品质量
报告，其中，服装鞋帽、家居用品和食品投诉
占前三位。

2017年，区市场监管局及区消保委共受
理各类消费投诉173594件。全部投诉件中，
网络消费投诉占79.92%，其他网络交易纠纷
174件。去年共调解消费纠纷 168108件，调
解完成率为 96.84％。从投诉热点商品统计
来看，服装鞋帽、家具用品、普通食品、家用
电器、通讯产品、儿童用品、化妆品、计算机
产品、交通工具、首饰等十类投诉成为消费
投诉热点。

投诉内容方面，服装鞋帽产品的投诉主
要集中在鞋开胶断底、商家拒绝履行三包义

务以及维修或退换货存在争议等；家居用品
投诉多涉及商品质量较差、商家不按承诺履
行合同、霸王条款；家具类投诉主要是实物
和样品材质不符、异味严重等问题。

今年，我区将围绕“品质消费，美好生
活”年主题，在全区陆续开展消费维权法律
宣传“六进”系列活动、“服务消费开放日”系
列活动、四个“你我”系列等一系列消费年主
题宣传活动。此外，我区还将继续完善消费
维权社会共治体系，突出行业维权、专业维
权，以群众关注、投诉较多的保健品、美容美
发、医疗器械等为重点，适时发布消费警示
和专题报告，提升消费者科学消费、理性消
费意识。

通报会还表彰了 2017年度余杭区消费
维权最美人物，对2017年度放心消费在浙江
创建示范单位进行了授牌。

2017年度余杭“3·15”消费维权报告发布

服装鞋帽、家居用品、食品投诉占前三
2017年度各类消费投诉占比

其他类别

服装鞋帽类投诉36074件
占28.99%

食品类投诉10061件
占8.08%

家居用品类
投诉16038件
占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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