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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版热线：0571-85310536 85311120

招租公告
浙江省八达物流有限公司拟

对杭州市建国中路 27 号万安商社 6
楼 进 行 招 租 ，写 字 楼 面 积 713.41㎡。竞租人资格条件：注册资本
500 万元及以上企业法人；商务条
件：租金底价 58.3 万/年，租期 5 年，
年租金环比递增 3%，履约保证金为
首年租金 30%；报名时间：2020 年 1
月13日-2020年1月17日
联 系 人 及 联 系 方 式 ：杨 先 生

（15888821178），蒋先生（13616523598）

阎广泽个人出售花园北村 15 幢

稀缺学区房 88m2，价格面议。

电话13521752090、13651303117

2500方商业房出租88551086

营 业 房营 业 房

住房租售

收 购
买卖二手注塑机13605896652买卖二手注塑机13605896652

遗 失

遗失建德市三都新杰针织厂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杜跃昌遗失杭州华浙二手车交
易市场开具的二手车销售统一
发票一张号码 01344196 代码
033001900117，特此声明。

建德市桥华营林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统一
票据代码102，号码1315846695、
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通用票据
代码 11201，号码 1503015665，
作废。

遗失声明余姚欧羽电器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美集物流运输（中
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签发
的正本 FCR NGB 445357，声
明作废。

搬家家政搬家家政
▲喜洋洋搬家86458170低价

公 告公 告
浙江供销联合配送集团有限公司减资公告：经本公司 2019 年 10
月 23 日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5000 万元
减至 10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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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注销公告杭州市清波小学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
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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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杭州利源丝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杭州利源丝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杭州人才市场招聘会预告
2月1日（周六） 2020迎新春系列综合性人才招聘会（1）
2月2日（周日） 2020迎新春系列综合性人才招聘会（2）
2月3日（周一） 2020迎新春系列综合性人才招聘会（3）
2月4日（周二） 营销、外贸、广告、财务、金融、物流人才专场招聘会
2月5日（周三） 化工、能源、环保、生物、医药、食品人才专场招聘会
2月6日（周四） 外贸、销售、运营、广告、电子商务、互联网人才招聘会
展位预订电话：0571-85165790、85164203、85166875、85781390、85166855
地址：东新路155号4楼 杭州人才市场官方网站（杭州人才网www.hzrc.com）

2020 年杭州市（新春）人才交流大会
地点：和平会展中心（绍兴路 158 号）时间：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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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回家探亲访友，总得把爱车洗得干干净净吧。

按照往年惯例，春节前各洗车店的洗车价格都会飞涨。那么，

这几天洗车的行情如何？哪里能找到经济实惠的洗车网点？

春节长假期间有没有地方洗车？记者进行了一番了解。

自动洗车不超过15元，自助洗车不超过8元，不少网点还是24小时营业

春节前后洗车哪里找？二维码一扫便知
通讯员 张耀文 陈佳欢 王识博 本报记者 王燕平

昨天中午，记者到杭州中山北路附近一

个洗车点去洗了一次车，价格是70元。

洗车工说，再过几天，洗辆车的价格要涨

到 100 元！据悉，有的洗车点价格要涨到

120 元到 150 元一次！因为，洗车工们陆续

回家过年，剩下的洗车工不多，价格自然水涨

船高。再说，快过年了，店老板也得给洗车工

涨点薪，过个喜庆年。

70 元、100 元洗次车，你洗不洗？网友

们纷纷表示，太贵了，年后再洗算了！还有的

说：过年回到乡下，我自己洗车，省进100元！

不过，如果告诉你，有许多洗车点，现在

洗辆车价格只要15元、10元，甚至只要8元，

几分钟就能搞定，你还愿意自己花大半个小

时洗车吗？这些洗车点春节期间也不打烊，

大部分网点还是全天24小时营业，而且不涨

价！

这些洗车网点，记者帮你打听好了，你只

要扫一扫右边二维码，全省 400 多个洗车网

点以及地址全部在列，说不定春节洗车用得

着。

记者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浙江石油分公

司（简称浙江中石化）了解到，春节期间，共有

400多个洗车网点不涨价、不打烊。当然，春

节前也是每天营业。

这些洗车网点依托中国石化加油站，只

要加油站在营业，洗车网点基本上同步营

业。也就是说，在 24 小时营业的加油站，洗

车网点也是全天候营业。对私家车主来说，

去加油站加油的同时，顺便把车洗了，即方

便，又节省时间。

洗车的价格也非常便宜。自动洗车的价

格基本上 10 元/次，有的 15 元/次，自助洗车

价格不超过8元/次。

中石化杭州建国北路加油站站长盛永华

告诉记者,加油站配套的自动洗车点价格为

15 元/次，车辆前来洗车基本上不用排队。

南环路加油站站长陈爱说，加油站配套的澳

托猫自动洗车点，价格为 15 元/次，现在每天

洗车的数量有 200 辆左右。“天气好的话，一

天的洗车量有260辆到270辆。”虽然目前洗

车要排队，但也就排几分钟的时间。

据了解，浙江中石化旗下洗车网点，绝大

部分是和易捷澳托猫、驿公里、易自助等业内

知名的洗车商合作的，采用的设备对标欧美

标准。

浙江交通集团旗下高速石油公司在杭

州、绍兴、宁波等地也有33座地面加油站，春

节期间同时提供洗车服务。同样，只要加油

站在营业，这些洗车网点同步营业；24 小时

营业的加油站全天候提供洗车服务。洗车价

格一样实惠，自动洗车最高价 15 元/次，自助

洗车最高价7.99元/次。这些洗车网点，也都

是与驿公里、易自助等知名洗车商合作。

中国石油在杭州市区有 12 个网点提供

洗车服务。这些洗车网点有的是与大盒子、

驿公里等品牌合作，价格 15 元/次，比人工洗

车网点便宜得多；有的是设在加油站的汽服

店，价格一般会贵一些。

本报讯 春节临近，快递业再次成为关注

的焦点。最近，各大快递公司相继官宣“春节

不打烊”，并公布了相关保障举措。

三通一达纷纷表示，将在2020年1月24

日（除夕）至 1 月 30 日（正月初六）开启春节

运营模式。春节期间，将继续提供“全年无

休”的快递服务，并将根据市场预估情况及网

点实际情况做好人员安排、资源调配、模式调

整等，保障收、转、运、派各环节的畅通。

中通、圆通今年还首次对节日期间的时

效进行了承诺。中通表示，节日期间，将在全

国31个重点城市，为客户提供有时效保障的

承诺服务，圆通则对30个城市做时效承诺。

圆通还表示，因春节期间运力资源、天气

等因素的影响，快递时效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部分地区快递费用将有一定的调整。韵达也

表示，春节期间将适当加收服务费。

顺丰速运公告称，1 月 6 日到 1 月 23 日，

将对重货包裹、小票零担、物流普运、专线普

运产品加收不低于 10 元的资源调节费；1 月

24日到1月30日，将对主要城市互寄服务加

收不低于10元的资源调节费。同时，顺丰针

对部分长期深度合作的月结客户、金牌及以

上顺丰会员，免收资源调节费。

不久前，菜鸟网络宣布，天猫超市的物流

不打烊范围将覆盖全国近 300 个城市，配送

主力军为丹鸟物流。京东物流表示，春节期

间将保障全国近300个城市的照常下单和上

门送货服务，在部分核心城市，大年初一也能

做到“上午下单、下午送货”。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网络上各种版

本的“春节快递停运通知表”，算得上是“经

典”谣言，每到年底都会在一些代购和微商的

微信群、朋友圈中传播。不少代购和微商都

会补充类似“赶紧囤货”、“再不买就要停运”

等文字，让客户尽快下单。

事实上，物流快递公司放假或是运输线

停运并无统一规定，而是各个物流快递公司

根据情况自行决定，没有全国版本的时间

表。之前，国家邮政局还发布了关于做好元

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全力保障春节

期间“不休网、不拒收、不积压”。

不过，一位快递业内人员提醒，节前快件

量大，加上人手不足，快件容易积压，物流也

会受到影响。“剁手党”们还是要趁早行动，尽

量避开节前物流高峰，既能尽快收到包裹，又

能减轻快递小哥的负担，让他们也轻松地过

个好年。 本报记者 陈婕

春节快递不“打烊”，但买买买还是得趁早
长假期间投递时效会有影响，部分公司的快递费上调

扫 一 扫 了 解

详 细 洗 车 网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