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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开展电动车集中整治
交警提醒：
轻便摩托车参照机动车管理

本报讯 （记者 童江平 通讯员 金
晓清） 记者从余杭公安交警部门了解
到，连日来，全区范围内正在开展电动
车、轻便摩托车集中整治行动。
“你的安全头盔呢？你知道这样逆
行有多危险吗？请靠边配合检查。”在
世纪大道迎宾路卡点，交警城区中队民
警孙强和岗组队员们拦下一辆载人的
二轮电动车。经查，该车未依法登记报

备，驾乘人员均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驾驶二轮电动车必须依法登记报
备，上路前须佩戴安全头盔，行驶时不
允许带 12 岁以上人员，你的行为对自
己及他人生命安全都不负责。”孙强对
违法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后，将电动车驾
驶员的身份信息输入了警务通。
近年来，一些外形酷似“机车”的二
轮电动车在街头多起来，该车速度快、

有拉风的马达声和酷炫的外观，深受年
轻人喜爱。据介绍，类似电动车均超过
国家标准，属于轻便摩托车，应参照机
动车管理。
下一步，余杭公安交警将以定点检
查、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查处
电动车、轻便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营造
一个安全、畅通、有序的春运环境。

残荷韵味浓
近日，运河街道新宇村的千亩荷塘又热闹起来。与“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艳丽相比，冬
日的残荷就像一幅浓重的水墨画，别有韵味，
吸引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拍照。
记者 戚亦铭 通讯员 胡丹

多次恶意投诉销售自家产品的淘宝店铺

“澜沧古茶”
被判赔偿 100 万元
本 报 讯 （记 者 童 江 平 通 讯 员
陶蕾） 澜沧古茶公司是云南一家茶产
品生产销售企业，经营自有品牌产品
“澜沧古茶”。该公司成立多年，在市
场上积累了一定的口碑。近日，该公
司因恶意投诉，被余杭区人民法院判
决赔偿 100 万元。

两年间反复恶意投诉
淘宝店铺遭受巨大损失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2017 年
12 月，黄某的淘宝店铺中，有一款名为
“茶妈妈陈皮普洱（青柑）”的产品被投
诉，原因是“经真假对比，该产品为假
货”
。
投诉方就是澜沧古茶公司，提交
比对说明中称，黄某销售的产品包装
和正品有差异。黄某辩称，其店铺中
的产品均来源于“澜沧古茶”的品牌经
销商。同时黄某发起申诉，提交了相
应的进货凭证，淘宝公司最终判定黄
某申诉成立。
2018 年 1 月，澜沧古茶公司以“不
存在此样式或型号”为由，再次向淘宝
投诉，黄某随即提交了“澜沧古茶”品
牌官网、天猫店及实体店销售同型号
产品的证据进行申诉，申诉成立。

2018 年 3 月，该公司又以“经购买
和鉴定，该产品为假货”为由发起投
诉，并提交了真假货对比照片和鉴定
报告。此后，黄某先后申诉三次，但淘
宝公司最终判定申诉不成立，并采取
了屏蔽店铺及全部商品、禁止参加聚
划算活动等一系列处罚措施。
2018 年 4 月，黄某的淘宝店铺再次
以同样理由被投诉，这次店铺同样受
到了淘宝的处罚。加上先前的那次处
罚，黄某的店铺被屏蔽搜索，遭受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

变造比对图片 隐瞒生产事实
还编造虚假鉴定报告
一怒之下，黄某起诉至余杭区人
民法院，要求澜沧古茶公司赔偿经济
损失及合理费用 200 余万元。
庭审中，原告黄某向法庭提交了
2016 年款“茶妈妈陈皮普洱（青柑）”产
品 ，澜 沧 古 茶 公 司 当 庭 认 可 该 商 品
2016 年款包装仅此一种。被告承认在
向淘宝投诉时，对其提交的正品图片
进行了处理。
黄某提交的产品实物及申诉材料
显示，
“ 澜沧古茶”投诉的三款涉案商
品均标有公司名称或商标，公司网站

公开招标公告

撤销声明

关于红联九漾华庭东西区弱电系统智能提升项
目公开招标公告，欢迎符合要求并有能力完成本项目
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具体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内容：
红联九漾华庭东西区弱电系统智能提升项目
二、资格要求
1. 投标人在余杭区（或余杭区备案）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
2. 未被“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投标报名相关信息
1. 报名时间：
2020 年 1 月 14 日到 1 月 16 日
2. 报名地点：
杭州市余杭区振兴东路 5 号 3 幢 3 楼
3. 联系人：
邓工 联系电话：
0571-86228610
北京市均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九漾华庭项目部
2020 年 1 月 14 日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及自营旗舰店内也实际在销售这些产
品，但投诉方却谎称没有生产这三款
产品。
此外，
“澜沧古茶”在以真假比对、
未生产为由投诉未果后，又以购买鉴
定系假货为由进行投诉，理由是商品
外观、内装茶叶与正品不符。由其提
交的鉴定报告上，茶叶是聚合在一起
的块状茶叶，与原告当庭提交的茶叶
形态不符。澜沧古茶公司对此无法作
出合理解释，也无法提供所购产品进
行比对，故其提交的鉴定报告也存在
作假嫌疑。
基于上述庭审调查的情况，法院
认定澜沧古茶公司明知其投诉依据不
足，仍多次通过变造正品图片、隐瞒实
际生产事实、编造虚假鉴定报告等形
式进行投诉，该行为属于恶意投诉行
为。综合考虑黄某店铺销售额下降带
来的利润损失、客量流失，以及需要额
外支出推广费、技术服务费等费用，最
终判决被告澜沧古茶公司赔偿原告经
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100 万元。
究竟基于何种原因，澜沧古茶公
司对黄某反复恶意投诉，被告方拒绝
透露。

保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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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9 日刊登在余杭晨报 7 版标
的为海宁市许村镇海王村观音桥 35 号厂房的拍卖公
告，因内容有误予以撤销，
特此声明。
杭州永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 月 14 日

招聘启事
浙江呈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诚聘电力抄
表员若干名。要求：临平南苑区域本地人、大专以
上学历、男女不限、年龄 25-40 周岁。具有良好的
沟通、协调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年薪面议。
联系电话：
13666583990（穆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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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启事

遗失杭州鑫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市余杭区
星桥街道五月花城 5 幢 2 单元 402 室房产的契证，证号
为 3301252016027527，
声明作废。
遗失余杭区塘栖镇栖溪阁第一届业主委员会银行开
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3310061554301，
声明作废。
姚国娟遗失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保险销售从业人

员资格证一本，号码为 02000333000080002017030005，
声明作废。
遗失冯保芬就业援助证，
号码为1113092070，
声明作废。
杭州市余杭区金成外国语小学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正本，号码为 No.20080329754，声明
作废。

职场信息
关于举办 2020 年余杭区“春风行动”暨首届人力资源招聘会的通告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做好稳定就业
和促进就业工作，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
通过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为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各
类求职人员，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困难家庭人员、残疾
人、城乡富余劳动力、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提供及时有
效的就业服务，更好发挥人力资源市场效能，促进各类
群体实现就业再就业。经研究，决定举办 2020 年余杭
区“春风行动”暨首届人力资源招聘会。现将有关事项
明确如下：
一、举办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0 年 2 月 11 日（正月十八）9:00-14:00。
地点：余杭教育学院（南苑街道平吴街 1 号，社区学
院东面）
二、报名方式

春节国内路线

春节国外路线

1、南屏过大年、水墨宏村、徽州古城、黎阳老街春节特别演出三日游
1 月 25 日发班 1560 元/人起（临平出发、假日自组）
2、南京、新春祈福三日游
1 月 27 日发班 1400 元/人起（临平出发、假日自组）
3、休闲成都、仙境九寨沟、瑶池黄龙、宽窄巷子、中国古羌城双飞 5 日游
1-2 月发班 5590 元/人起
4、云美丽江、大理、泸沟湖品质双飞 6 日游
1-2 月发班 3290 元/人起
5、哈尔滨、中国雪乡、雪地摩托、冰雪十里画廊、亚布力滑雪场、雪地真温泉双飞 6 日游
1-2 月发班 9399 元/人起
6、畅游长白山—长白山双飞 5/6 日游
1-2 月发班 5599 元/人起
7、海南三亚春节自由行套餐（机票+酒店）
1-2 月发班 4899 元/人起

1、迪拜阿联酋双飞 7 天 5 晚之旅
2、小船故事泰国曼谷、芭提雅双飞 6 日游
3、越南芽庄双飞 5/6 日游
4、越南岘港 5-6 日游
5、泰国普吉岛双飞 5/6 日游
6、新加坡、马来西亚精致 6 日游
7、菲律宾长滩岛双飞 5-6 日游
8、纯美巴厘岛—巴厘岛双飞 5/6 日游

1-3 月发班
1-3 月发班
2-3 月发班
1-2 月发班
1-2 月发班
1-2 月发班
1-2 月发班
1-2 月发班

3999 元/人起
4599 元/人起
1988 元/人起
2299 元/人起
6699 元/人起
4699 元/人起
5799 元/人起
3599 元/人起

本次活动拟设展位 120 个,需设台招聘的单位请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前通过杭州公共招聘平台完成报名，注
册及报名网址为 http://hzjob.zjhz.hrss.gov.cn/hzjob/。
联系人：刘卫国，联系电话：0571-89187387。
三、其他事项
本次招聘会不收取展位费，大会将为每个招聘单位
提供一桌二椅，二名工作人员的午餐和饮水。同时，参
与招聘的单位须自带招工简章，尺寸统一为高 120CM*
宽 90CM（易拉宝或横版 KT 板）。招聘广告内容应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内容表述应清晰、简明。
杭州市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杭州市余杭区总工会
共青团杭州市余杭区委员会
杭州市余杭区残疾人联合会

微信号：
微信号
：杭州假日国旅
府前营业部电话：
府前营业部电话
：86226188 89168829
86207982
地址：
地址
：余杭区南苑街道府前路 1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