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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镇红柿园村上溪里自然

村果农徐跃安尚有 3 亩桃园红仙

桃滞销。电话 13858912175、市

府网 320146。下丁村果农丁伟

晓有上万斤桃子滞销，量大可送

货上门，电话 13738961618、市府

网672754。

本报公益助农版块将继续帮

助果农刊登水果销售的信息。果

农 如 有 相 关 需 求 ，可 拨 打

88900000 登记信息（登记内容如

下：姓名+地址+水果+产量，原则

上要求产量大）。

助 农 信 息助 农 信 息

大杯奶茶和中杯奶茶容量差别不大？
记者实测发现普遍相差120~200毫升

□记者 吕晓婷

前段时间，“内增高”的奶茶杯在

网上引发网友热议。那么，我市有“内

增高”奶茶杯吗？大杯与中杯的实际

容量是多少？为此，记者购买了 4 家

茶饮品牌的“珍珠奶茶”进行测评。

增高层确实存在
什么是“内增高”奶茶杯呢？记

者从网上了解到，这类奶茶杯多见于

大杯，其底部有一层八九厘米高的隔

层。如果剪去底部的隔层，其杯身与

中杯的杯身高度差不多。因此，大家

形象地称其为“内增高”奶茶杯。

24 日，记者在总部中心和巴黎

商街的4家品牌奶茶店分别购买了4

杯中杯、4杯大杯的珍珠奶茶。

首先，记者对这几款奶茶的杯身

进行检查。在杯底，记者同样发现了

内陷的增高层，但高度仅有 0.5 厘米

左右，对杯身容量影响较小。随后，

记者对几款奶茶的杯身容量和实际

总量（指除去珍珠的液体部分总量）

进行了测量。为了让测评尽量客观，

记者统一使用容量为 200 毫升的塑

料杯对奶茶进行分装。

经测量，奶茶A的中杯杯身容量

为 360 毫升、大杯杯身容量为 480 毫

升；奶茶 B 的中杯杯身容量 500 毫

升、大杯杯身容量为 700 毫升；奶茶

C 的中杯杯身容量 480 毫升、大杯杯

身容量为 640 毫升；奶茶 D 的中杯杯

身容量为 500 毫升、大杯杯身容量为

700 毫升。从上面可以看出，几款奶

茶的大杯、中杯杯身容量分别为 120

毫 升、200 毫 升、160 毫 升、200 毫

升。

随后，记者测量实际总量：奶茶

A 的中杯实际总量为 220 毫升、大杯

实际总量为 420 毫升；奶茶 B 的中杯

实际总量为 490 毫升、大杯实际总量

为 610 毫升;奶茶 C 的中杯实际总量

为 420 毫升、大杯实际总量为 580 毫

升；奶茶 D 的中杯实际总量为 460 毫

升、大杯实际总量为 620 毫升。可以

看出，几款奶茶的中杯、大杯实际总

量差分别为 200 毫升、120 毫升、120

毫升、160毫升。

结合四款奶茶升杯的价格，分别

是 3 元、1 元、3 元、2 元。我们可以发

现，单从一元钱的升杯量来看，四款

奶茶中，奶茶 B 的升杯较实惠，而奶

茶 C 的升杯相对不实惠。当然，实际

购买时还要结合珍珠的数量来看，奶

茶 B、奶茶 C 的珍珠数量相对较多，

奶茶D的珍珠最少。

奶茶店应告知规格容量
每次购买奶茶时，记者都会向服

务员询问大杯、中杯的容量，但是除

了一家奶茶店准确说出中杯、大杯的

容量差别，其他奶茶店并未告知中

杯、大杯的规格容量。

这样是否符合相关法律呢？为

此，记者咨询了浙江六思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应鹰。应鹰表示，奶茶店的做

法是否为消费欺诈要分情况看待：第

一种情况就是奶茶店经营者使用显

眼的大杯（含杯托）吸引消费者购买

大杯奶茶，未对含杯托的事实以及实

际容量进行说明，让消费者误以为大

杯就是如眼睛所见的那么大容量，如

果实际上大杯与中杯相差无几，使消

费者陷入错误认识，从而购买大杯奶

茶，那么奶茶店主观上具有欺诈的故

意，属于欺诈行为。

第二种情况是奶茶店经营者通

过显眼的店堂告知或图片说明等方

式，对大杯杯底有杯托的事实或对小

杯、中杯、大杯的实际容量进行了明

确标示，且奶茶容量能够达到标注容

量（因手工操作，允许少许误差）的情

况下，那么奶茶店尽到了作为销售方

的合理告知义务，不是欺诈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有关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

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

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记者 胡颖 实习生 徐菁

本报讯 24 日，西溪镇棠溪小学

迎来了一批贵客。市乒协副主席任

台序带着体育用品走进学校，为该校

学生送来了乒乓球拍。

棠溪小学位于“永康西藏”棠溪

村，是名副其实的山区学校。全校

共有 6 个班级 64 名学生。由于资金

不宽裕，该校的体育用品等比较陈

旧。

2019 年，九铃乒乓球馆的教练

周拥军在棠溪小学担任体育老师。

经过一年多的支教，他深感山区孩子

对体育器材的迫切。不久前，他在朋

友聚会上聊起相关情况后，在场的任

台序就萌生了捐赠的想法。

经过与学校沟通后，任台序采购

了价格数千元的乒乒球拍赠送给棠

溪小学。

孩子们拿到崭新的乒乓球拍后，

个个笑靥如花。“谢谢叔叔们的礼物，

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长大成为对社

会有用的人，回报社会。”即将前往市

第三中学花川校区求学的六年级学

生陈安琪代表学生感谢爱心人士。

捐赠仪式后，任台序还与周拥军

一起手把手教学生打球，展示乒乓球

的魅力。当天，任台序还向该校一年

级的家境困难学生送去慰问金，送上

社会的关爱和正能量，提升他们对生

活的信心。

爱心乒乓球拍温暖山区师生

任台序任台序（（红衣服红衣服））与周拥军与周拥军（（绿衣服绿衣服））教学生打球教学生打球

安全你我他

，平安靠大家

。

公益广告

永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永康市应急管理局

永康日报社

宣

男子堵门纵火
民警翻窗灭火
□记者 叶宁 通讯员 吕倍思 吕蒙

本报讯“着火了。”近日，东城街道

某小区一住户家中突发紧急情况。市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王航宇接到指挥中

心增援指令后，火速带领 3 名队员赶到

现场。

经了解，火灾是二楼住户施某纵火

所致。王航宇赶到时，施某拿着刀堵在

门口，拒绝民警进房施救。

为避免刺激对方，王航宇一面劝说

和安抚施某，一面呼叫增援寻找其他突

破口。随后，增援民警拉起了警戒线，维

护现场秩序。

与此同时，王航宇通过猫眼看到施

某在室内打开煤气瓶，还将点燃的棉被

等物品覆盖在煤气瓶上。屋内瞬间被浓

烟覆盖，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此时，王航宇果断破拆防盗门把手，

让队员拿着灭火器通过门洞往里面喷

洒，稳住火势。为了救被困人员，王航宇

爬上二楼楼梯窗台，然后接过灭火器，借

助空调外机，准备直接跳入屋内。

突然，因承受不住屋内浓烟，施某从

窗户直接跳下。施某儿子也冲了过来准

备跳楼。王航宇见状大喝一声不要跳，

制止了施某儿子的行为。

随后，王航宇从窗户进入屋内并用

灭火器灭火。火势基本控制后，王航宇

迅速拖走煤气瓶，并将被困的施某儿子

带到安全地带。

跳下楼的施某被送至医院治疗，暂

无生命危险。经查，施某患有精神疾病，

当日因受刺激才纵火。目前，案件在进

一步调查中。

招租公告
大坟山沿村大型商场公开招租。

报名时间：7 月 2 日-7 月 6 日下

午4时止

联系电话：13735701616马经理

永康经济开发区大坟山沿村村委会

2020年6月29日

东城小花园村保洁项目招标，报

名人需带本人身份证。

报名时间：7 月 1 日-7 月 2 日止

报名地址:小花园村办公楼

联系电话:13868956577

永康市东城街道小花园村村委会

2020年6月28日

招标公告
为了弘扬和传承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

生在永康大地上的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经研究，决定征集

并编辑出版《永康红色故事》图书。

欢迎读者朋友积极投稿。稿件寄送永康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办公室或电子邮箱：2457612556@qq.com

办公室电话：87118509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