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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位于文兴路林飞应品牌
茶社。这里也开设了共享茶室。一位姓裴的负责
人介绍说，共享茶室出现前，传统茶社经常会出
现茶室包间闲置的状况。因为信息不透明，用户
不知道哪家茶室有空余、哪家茶室已经满客，如
果一间一间去找又太浪费时间。共享茶室的出
现，可以让这些闲置空间呈现出来，哪家有空余、
哪家已预约，直接用手机搜索即可一目了然，增
加了利用率，也提升了茶社的盈利。

除了这两家，记者还走访了平阳路亲朋茶室、
坞城西路观心茶室等多家共享茶室，发现与传统
茶楼需要开在好地段、临街店面不同，共享茶室
则可以开到写字楼、公寓、小区楼宇等处，可以降
低房租成本；但与此同时，因为隐蔽性较强，给监
管工作也造成了一定难度。

省消协投诉部张主任提醒，从共享单车到共
享茶室，共享经济正从一个新鲜事物变成我们生
活的一部分，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共
享茶室这一新兴业态，消协部门将加大关注力度。
与此同时，市民在共享茶室消费时，也应注意查看
其是否有相关营业资质、茶叶是否有包装标识、
茶具的消毒洁净情况等，共同监督共享茶室的卫
生状况。如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应及时向消协部
门反映，也可拨打 12315进行举报，依法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记者 梁丹 马向敏

自助式共享茶室亮相省城
传统的茶

楼、茶室想必很
多人都去过，但
全程自助式体
验的共享茶室
你去过吗？在
创新发展，万物
互联的时代浪
潮下，最近几年，
共享经济可谓
是遍地开花，共
享单车、共享汽
车、共享充电宝、
共享雨伞……
一个个新概念
不断冲击我们
的 眼 球 ，刷 新
我 们 的 认 知 。
如 今 ，一 种 自
助式体验的共
享茶室也开始
在省城悄然出
现。

“闲暇时间，约上二三好友，找一处不
被打扰的茶室，喝茶聊天，不亦乐乎？普
通茶室人来人往，体验不佳，我觉得通过
网络找一些个性化、私密性的自助茶室，
既安静还能体会不同的茶室文化，特别
好！”家住我市解放路的王军一直从事品
牌陈皮产品的销售工作。由于经常和各路
茶商交往，所以对行业动态比较了解。前
两天，他听说太原有了共享茶室，于是抱
着试试的心态体验了一回。“茶室在不同
的环境中有不同的功能，而共享茶室明显
更侧重于吸引商务人群，也适合无办公室
的中小企业开会、讨论事情。”王军介绍
说。

想体验共享茶室也非常简单。据王军
介绍，去共享茶室喝茶可关注“共享茶室”
微信小程序，在小程序上选择合适距离的
茶室，选择包间、预约的时间段和茶品种
类，然后线上支付费用。到店后打开订单，
直接扫码就能进入茶室。在选定的包间内
与客户或朋友喝茶聊天，全程可以无人打
扰，也可以要求店家配备专业泡茶人员，自
助式体验结束后，就可以自行离店。“与传
统茶室相比，共享茶室全程自助，而且提供
了一个安静私密放松的社交空间。”

根据介绍，记者首先来到了位于晋阳街附近
的“6茶”共享茶室，迎面而来的是一股淡淡的茶
香气。整个“6茶”共享茶室占地 200平方米，没有
服务人员，有 4个不同风格的包间，最大的包间可
以容纳 10人。包间内提供有红茶、绿茶、乌龙茶、
花茶等 6种茶叶，还有各种茶点以及经过消毒的
茶具，包括泡茶所用的矿泉水也配备齐全。

记者看到，有些消费者还能在茶室的自助售
货机选择不同品种的茶，有白毫银针、原生态野
怪红茶等 20余种。不过，多数消费者都是自带茶
叶或直接使用茶室提供的免费茶叶。

“短短几个月，店里通过小程序销售的订单
已有 500多个，好评如潮。”该茶室负责人张熙荣
介绍说，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了解价格和内部场
景，线上下单，到店后直接扫码进入茶室，全程自
助体验，按小时收费。共享茶室能 24小时预约不
间断营业，采用包间门禁、电控的手段来实现自
助化，智能双键开关连接照明线、墙插线，并且安
装在配电箱内，信号发射器负责将信号传输系
统，从而实现系统控制通断电。

“共享的本质是对资源的合理分配，让资源
得以最大化的使用。共享茶室将互联网和物联
网应用技术结合，线下体验配合线上服务，开创
了全新的‘私密性’‘无营销’‘24小时不打烊’的
智能共享模式。”张熙荣说道。

独享空间 自助体验 线上下单 全天运营 新兴业态 共同监督

本报讯（记者 牛利敏
马向敏 文/摄）随着中小学校
陆续开学，我市各类书店的教
辅书籍销售量迅速升温。面
对书店堆积如山的教辅书籍，
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选择？资
深人士提示：购买教辅书宜精
不宜多。

《5+3 习题解读》《中考真
题模拟》《日常练习题解》……
8 月 26 日上午，在解放北路教
育书店内，将要上高一的新生
闫沐丰看着满柜子的教辅书，
不知该买哪本。在和父母电
话沟通后，他选择了十几本教
辅书，“上高中课程多，能用得
上的我都会挑一些，我觉得多

了总比少了好吧，毕竟每本书
的用途都不一样，还是希望自
己能多学点。”

“教辅材料能帮助孩子预
习课程，我一般会每科挑选一
两本质量好的买，孩子也会
看。”在太原书城，家长郭金承
给孩子挑选了字帖、英语辅导
书、语文教辅书，一拎也是重
重的一包。孩子在私立小学
上学的的吴女士抱了一大摞
辅导书等待付款，她说，放暑
假前，她给孩子买了不少辅导
书，暑期快结束了有些辅导书
都没有做完。“我妈想让我多
做点，可学校也有暑假作业，
看着这么多书就觉得头有点

大。”孩子在一旁嘟囔。
据了解，从八月中旬开

始，我市各大书店的教辅类图
书销售量就节节攀升。在教
育书店从事教材教辅类销售
三十余年的田卫东经理提示：
家长在选择教辅类图书时，需
有针对性，并非越多越好；教
辅书籍是日常教学之外的训
练补充，但不宜过多，要根据
自己的学习状况，来决定需要
购买什么学科、什么方面的教
辅资料；比如中考，由本省出
题，家长可以关注一下本省正
规出版社的教辅类书籍；建议
每科给孩子选取一到两本就足
够了，太多孩子也消化不了。

开学季，购买教辅书宜精不宜多

本报讯（记者 李静）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
一安排，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普通纪念币（简称
建党币）将分两批次发行，
现面向公众开展预约兑
换。其中，我省可兑 626 万
枚，第一二批次分别为 278
万枚、348万枚。

我省建党币两批次预
约期均为 8 月 31 日 22 时 30
分至 9月 4日 24时。建党币
第一批次兑换期为 9 月 15
日至 21日，第二批次兑换期
为 11月 1日至 7日。每人每
批次预约、兑换限额为 20
枚。

具体预约兑换工作由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交通
银行山西省分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浦发
银行太原分行、华夏银行太
原分行共同承担。此次全
部采取线上方式预约，市民
可登录这 5家银行的门户网
站、手机银行、个人网银、微
信小程序等，在首页公告中
搜索纪念币预约，按步骤办
理。

此次山西省额度为 626
万枚。具体来看，中国银行
山西省分行 363 万枚，第一
二批次分别为 161万枚、202
万枚；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
50万枚，第一二批次分别为
24 万枚、26 万枚；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山西省分行 123万
枚，第一二批次分别为 51.4
万枚、71.6万枚；浦发银行太
原分行 34万枚，第一二批次
分别为 16 万枚、18 万枚；华
夏银行太原分行 56万枚，第
一二批次分别为 25.6 万枚、
30.4万枚。

全省可预约兑换的网
点共 268 个，其中太原市 56
个。预约成功并通过核查
的公众，可按约定的批次，
持个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原件至预约登记承办银行
营业网点办理兑换业务。
如代他人领取建党币，须持
被代领人在预约系统中登
记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办
理，且被代领人数不超过 5
人（不包括本人）。每批次
兑换期结束停止兑换，当批
次预约作废。

本报讯（记者 张勇 通讯
员 张敏）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和措施，8 月 26 日，杏
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杏花岭
监管站执法人员对辖区内大中
型 食 品 经 营 户 进 行 了 逐 户 督
查。

执法人员重点督查店内是否

做好经营场所通风、消毒等日常
防控工作，进店顾客是否戴口罩、
测体温，未接种新冠疫苗人员信
息登记是否完整，测温仪器是否
正常使用，是否按规定购进、使用
进口冷链食品等，并发放关于对
所有进店人员进行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记录查验和登记未接种人员

信息的查验公告、张贴“人人接种
新冠疫苗 共筑全民免疫屏障”
的标识。督查过程中，执法人员
发现北京华联综合超市和江南
大酒店存在未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 人 员 信 息 登 记 不 完 整 的 问
题。对此，执法人员责令其立即
改正。

建党100周年纪念币
预约兑换

山西可兑626万枚

杏花岭逐一督查大中型食品经营户

图
为
家
长
陪
孩
子
选
书
。

本报讯（记者 辛欣）8
月 27日，太原仲裁委员会知
识产权仲裁院挂牌成立。
由业内专家、资深律师组成
的知识产权仲裁员队伍，集
中专业力量及优势资源，推
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

知识产权仲裁院是从
事知识产权纠纷争议解决
的专业机构，负责处理涉及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的仲裁
案件，如：有关专利、植物新
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的知
识产权民商事案件；涉及著
作权、商标、技术合同、不正
当竞争的知识产权民商事

案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
知识产权民商事案件；垄断
民商事案件等其他知识产
权民商事案件。

为凸现专业化优势，知
识产权仲裁院吸纳行业专
家、学者、资深律师，建立专
门的知识产权仲裁员名册，
可以由当事人从中检索并
选定。相比于法院起诉等纠
纷处理方式，仲裁具有“一裁
终局”的特点。这意味着，知
识产权仲裁院对案件作出的
裁决将是最终结果，当事人
不得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
或向法院提起诉讼，缩短了
解决纠纷的时间。

知识产权仲裁院
挂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