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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庚新 王基诺
通讯员 董超君 孙田晓

本报讯“造假团伙既坑了企业
也坑害广大消费者，感谢你们果断
出手净化钱塘的营商环境。”近日，
钱塘区公安分局闻潮派出所收到辖
区杭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送来的锦旗。

据了解，今年2月14日，闻潮
派出所办案民警在环食药大队的指
导下，循线追踪6个多月后成功“收
网”，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案，打响了今年钱塘公安优化
企业营商环境的第一枪。

2022年7月中旬，杭州某知识
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员工张某向闻潮
派出所报案称，多家电商平台店铺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某牌多系列产
品，侵害了杭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的合法权益。

接案后，闻潮派出所副所长马
千里立即牵头开展立案侦查，确定
了某电商平台上多家网店确实存在
侵犯杭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主办民警张琳
带领同事章之浩、俞腾辉等实地排
摸，初步掌握了店铺所有人杨某等

主要人员的身份信息，但中途线索
中断，只得紧盯目标以待时机。今
年年初，警方最终梳理出关联的其
他涉案人员，准备收网。

2月13日，20余名警力前往金
华市某地实施抓捕。由于公司情况
复杂，马千里带队进行外围实地踩
点，初步确定了公司前后进出口及
供货仓库具体位置。张琳带队进行
化装侦查，确认了案件主要嫌疑人
的到位情况，并进一步确定了该公
司在未经得相关品牌方许可授权的
情况下，在多家电商平台店铺以低
于正品价格售卖假冒注册商标商品
的事实。

次日上午，民警兵分两路，对嫌
疑人杨某、史某等10余人实施抓
捕。现场查获假冒注册商标套刷礼
盒200余件，各类化妆刷26000余
支。“我们看到某品牌美容化妆刷销
量很高，但是正版的太贵了，也没有
进货渠道，就想着靠销售仿冒产品
赚钱。”嫌疑人杨某、史某对违法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提出对品
牌方进行赔偿。

目前，杨某、史某等5人已被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全是假的！26000支“名牌”化妆刷产自小作坊
钱塘民警追踪6个月 将造假团伙一锅端

尊敬的用电客户：根据国网

杭州钱塘区供电公司生产计划检

修安排，定于3月22日—4月2日

期间进行电力设备检修，现将电

力设备检修影响客户区域范围列

表公告如下，若遇雨天、雷暴等恶

劣天气检修工作取消，工作期间

会对正常供电造成影响，请各相

关用户谅解并做好生产安排，相

关用电咨询或报修请拨打：高压

用户请拨打 0571- 51223027/

18958080872，低压用户请拨：义

蓬 片 51225373/18868400003，

新 湾 片 51225382/

18868400007， 河 庄 片

51225358/13456800003，下 沙

片18958089070

电力设备临时检修预告

检修日期 时间 检修范围

2023/3/22 09:00- 17:30

新创村6#变一带

检修日期 时间 检修范围

2023/3/27 09:30- 09:45

松合社区松合小区(短时停电)

2023/3/30 09:30- 09:45

松合社区松合小区(短时停电)

2023/4/1 09:30- 09:45

松合社区松合小区(短时停电)

国网杭州钱塘区供电公司

检修计划

三月沐阳，春暖花开。近日，来自杭州师范大学下沙校区
各个学院和行政部门的15名教职工汇聚在下沙校区“绿叶工匠
室”，展开了一场春日浪漫插花活动，争奇斗艳的花朵在一双双
巧手的“雕琢”下更加馥郁沁人。

记者 朱晟 通讯员 全春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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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年，快乐又回来了！手机上即可“下单”参观

可口可乐博物馆恢复开放
■记者 杨寒丑 通讯员 房露婷

百年来，可口可乐的产品包装有怎样的历
史变化？一瓶可口可乐是如何生产出来的？3
月15日，在第41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
之际，浙江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太古可口可乐”）举办了一场“消费
日有我·透明工厂行”活动，为消费者揭秘。

“我是从宁波过来的，看到博物馆恢复开
放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就想了解下可口
可乐的悠久历史。”消费者代表程寨虎说。

疫情期间出于安全考虑而关闭，时隔两
年，博物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恢复开放，现
场气氛空前高涨。程寨虎在内的50名消费
者代表也成为今年首批“尝鲜”的观众。

浙江太古可口可乐博物馆位于钱塘区8号
大街18号，面积400平方米，设有观影厅、互动
体验区、实景展示区等多个区域，是省级工业旅
游示范基地，也是“杭州亚运人文体验点”之一，

自1989年建立以来，已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
参观游客一边了解浙江太古可口可乐

的品牌历史，一边讨论橱窗内各年代的产品
包装，还在探馆过程中看到了许多限量发售
的珍藏版纪念徽章。

不仅品牌历史悠久，可口可乐还凭借高
标准的品控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从博物馆来到生产线车间，仿佛穿越了
历史时空，见证着科技飞速发展的进程。在
这里，游客透过隔音玻璃，就能够对可口可
乐安全生产过程一目了然。

据了解，这是浙江太古可口可乐在省内
速度最快、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生产线，工作人
员每隔20秒就要往封盖机中放入400个拉
罐盖子。同时，品控员每隔15分钟会从生产
线上随意抽取若干瓶进行各项指标的检验，
包括含气量、微生物等，一旦发现不合格产
品，整条生产线上的产品全部做报废处理。

“能够稳定地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的

饮料，在市场上保持一份质量承诺，是可口
可乐最高的商业目标和永恒责任。浙江太
古可口可乐始终致力于为消费者带来愉快、
安心、安全的消费体验。”浙江太古可口可乐
副总经理冯晓萍说。她希望通过本次活动
让消费者参与检阅企业的生产全过程，助力
打造安全透明的消费环境。此外，市民也可
通过浙江太古可口可乐公众号线上预约渠
道，进行团体参观活动预约。

聚焦儿童成长 让“幼有所托”更舒心

■邸馨蕊

一江碧水东流去，两岸宏图次

第开。在钱塘白杨,“弄潮儿”精神

在时代潮涌中被不断继承和发

扬。从“向潮水要地，向海涂要粮”

的拓荒围垦，到打造现代化都市型

城区的时代新篇，白杨经历了一次

又一次的华丽转身，在钱塘江畔筑

起现代新城。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忠实地

记录下奋斗者的足迹。回首过去，

提升人居环境、改造农贸市场、助

推养老育幼……社会民生持续改

善，标刻出白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足迹，也为接下来发展奠定了基

础、积蓄了能量。怀揣为民初心，

白杨还将锐意进取，在奔富的道路

上逐梦前行。

近期，围绕“幸福民生”主题，

本报联合白杨街道推出系列报道，

展示近期民生建设成果，把优秀成

绩化为接续奋斗的不竭动力，让更

多温暖流淌进百姓的心窝。

本期《白杨家 国际范》报道，

我们来看街道如何聚焦儿童发展

和民生需求，切实提升广大儿童和

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白杨家国际范”系列报道：

白杨街道：建设儿童友好家园创造高品质美好生活

守护儿童未来 让“幼有所护”更放心

“家门口的幼儿园，实在是太方便
了。”邻里社区幸福里幼儿园的“新晋”家
长郜女士喜不自禁。由于户籍限制，孩子
的入学问题成了郜女士的一件心事。
2022年11月初，幸福里幼儿园正式开园，
也让郜女士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近年来，街道围绕学前教育发展目
标,将幼儿园建设作为为民办实事项
目。加快推进公办幼儿园建设进度，让

孩子不仅有学上，更要上好学。秉持
“顺应天性，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的办
园理念，邻里社区幸福里幼儿园设置
幼、小、中、大四个班级，创新开发“小确
幸”园本课程。多功能室、医护室、厨房
等一应俱全，满足了儿童阅读交流、休
憩玩耍、创意制作等多元需求。

如果说幸福里幼儿园的建成加快
了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的步伐，那么，

聚焦儿童发展和民生需求，积极打造儿
童成长空间，则是街道落实落细儿童友
好理念的生动实践。沿着幸福里幼儿
园缓缓走下，便来到了社区婴幼儿成长
驿站。儿童活动区、阅读绘本区、涂鸦
沙画区、辅食制作区……各个活动区域
内洋溢着孩子们欢乐的笑声，整洁明亮
的设施环境和丰富有趣的功能活动，让
这个婴幼儿专属的成长空间收获了许

多宝妈和孩子的“芳心”。“这里免费提
供育儿技能指导、亲子游戏陪伴、儿童
健康管理等项目，宝宝每次来都不肯
走！”居民王女士说道。

只有从儿童的视角审视社区发展、
开展社区治理，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设
图景才会缓缓呈现。邻里社区通过引
入“1米高度看城市”儿童视角，推动建
立儿童议事会（厅），鼓励和支持儿童参
与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

“小区内的公共交通路线还要更丰
富。”“小当家”小队长于惜诺提议道。
去年9月，邻里社区“小当家”正式上岗，
从“1米高度”见证并参与社区建设发
展。他们从自身需求出发，协助社区展
开各项服务，走访排摸社区高龄老人生
活情况、参与文明出行劝导和社区卫生
环境督查等社区治理工作，为社区建设
贡献自己的“小小”力量。

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友好发展，始终
是街道努力的方向。在一系列儿童友
好型建筑、设施等项目接连落地的同
时，持续优化育儿“软服务”，关注孩子
们的精神世界，同样是加快建设儿童友
好城市的重要因子。

“摸一摸大葱，聪明伶俐；摸一摸苹果，
平平安安；摸一摸橘子，大吉大利……”不
久前，伊萨卡社区钱潮幼儿园的孩子们，迎
来了一场趣味无穷的开学典礼。钱潮幼儿
园充分整合社会组织资源，通过生动有趣
的开学活动缓解孩子们的入园焦虑。伴随
着春韵，孩子们在仪式感中体味国风，快乐
成长。

不仅在伊萨卡社区，走遍街道每
个角落，促进儿童发展的综合性服务
逐步可感可及。在海天社区红果果幼
儿园，街道联合社区民兵连成员开展

的安全校园教育课上，孩子们热情高
涨，一双双积极踊跃的小手举个不
停。民兵代表结合预防诈骗、消防安
全、扫黄打非、远离毒品等平安知识，
以视频讲解、互动问答的形式，耐心地
将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危险告知孩
子们，引导孩子们发现身边的安全隐
患，培养孩子们的安全意识。

一个个便民惠民的婴幼儿成长驿
站，一场场生动有趣的关爱儿童成长
讲座，只是街道不断完善育幼服务体
系的小小缩影。据悉，针对辖区流动
人员多的现状，街道通过公益体验、道
德讲堂、安全教育等六大类目课程，连
续 12年陪伴来自四面八方与在杭务
工的爸妈团聚的“小候鸟”成长。截至

目前，“小候鸟”暑期班已惠及孩子
500余名，受益企业近100家，实现了

“小候鸟”开心、家长放心、企业安心的
共享共赢局面。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今后，街道
将继续用心用情用爱呵护儿童健康成
长，蹄疾步稳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创建
工作，凝心聚力建设美好宜居白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