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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富阳
“施肩吾状元杯”书法大赛

向书法爱好者征集作品
书体不限，
截稿时间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今日迎“大雪”

本报讯（记者 王雨鸣 王杰 通讯
员 宗晓青）日前，由杭州市书法家协
会、区文联、洞桥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的杭州富阳“施肩吾状元杯”书法大赛
开始向社会征集作品，只要年满 18 周
岁以上的书法爱好者均可参加，截稿时
间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比赛要求，参赛作品需以歌颂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题，反映建设富阳
区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和富阳
的人文历史、自然风光，特别是具有时
代特征的富阳故事。尤其欢迎书写山
乡洞桥风貌、状元施肩吾的相关诗、词、
文、赋等。
投稿需作品原件，书体不限，尺寸
为四尺整张以内（高度不超过 138cm，
宽度不超过 69cm），条幅、斗方、扇面、
楹联、横批均可。所有作品请勿装裱，
不符合尺寸要求者不予评选。每位作
者可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两种书体投
稿，每一种书体限投一幅，投稿总数不
得超过 2 幅，一次投稿。所有来稿不
退。
参赛者需要在每一件投稿作品背

晴冷天气将持续到下周二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这个冬天
才刚刚开始，富阳的气温就在冰点上
下徘徊。今天更是迎来了“大雪”节
气，接下来一算时间，虽然雨雪稀少，
但霜冻、冰冻都会成为
“常客”
。
昨天早晨，富阳全区的气温再下
一个台阶。城区镬子山站点降至
0.5℃，创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并出现
了霜冻。各乡镇（街道）几乎全线跌破
冰点，其中有 11 个站点≤-2℃，最低为
万市杨家村-3.4℃。
冷空气一波未平、一波又来。今
明两天气温较昨天略有回升，白天阳
光助力，体感回暖一些，但在冷空气的
后续补充下，早晚依然低迷，等到周
六、周日，最低气温将再次触及冰点。
关于“大雪”节气，顾名思义，
“大
者 ，盛 也 ，至 此 而 雪 盛 也 ”。 但 就 眼
下来看，全国大部都不见雪，甚至连
雨也很少有。中央气象台预测，这种
雨雪稀少的格局可能要维持到下周
二，据目前的形势分析，12 月 13 日至
14 日全国可能出现大范围的雨雪天
气过程。
对于富阳来说，
“大雪”节气中，整
座城市仍处于初冬阶段，出现降雪的
概率不大。事实上，自上世纪 90 年代
以后，富阳逐年的降雪日数就明显减
少，据权威统计，2011 年以来平均雪日
只有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的一半，这期

又到东吴公园最美季 （天气拍客 杨平儿 摄）
间甚至出现整个冬天无雪的情况。这
背后与暖冬频发有密切关系，毕竟气
温整体升高，
不利于降雪条件的形成。
当然，进入“大雪”，生活起居上需
要做些调整，比如，
“冬天进补，开春打
虎”，可以适当多吃牛羊肉、木耳、大
枣，提高防寒能力，同时，天气干燥，建
议吃些藕、梨等滋阴食物。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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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右下方用铅笔正楷注明：作者真实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常用通讯地址、邮
编、联系电话（固定电话、手机）、作品书
体、名称。参赛作品可送至富阳区江滨
西大道 358 号文化中心 B 楼 2 层 220 室，
邮编：311400，联系人：赵炼炼，联系电
话：
0571-63346563，
15068544254。
征集结束后，主办单位将初评选出
50 件获奖提名作品和 50 件入展作品。
所有获奖提名的作者，将在终评环节进
行第二轮命题创作。由主办单位统一
命题，主要内容为展现山乡洞桥风貌、
状元施肩吾的相关诗、词、文、赋等。奖
项设置为一等奖 5 名，奖金各 1000 元，
并赠送价值 1000 元富阳洞桥精品民宿
2 晚；二等奖 15 名，奖金各 500 元，并赠
送价值 1000 元富阳洞桥精品民宿 1 晚；
三等奖 30 名，赠送价值 1000 元富阳洞
桥精品民宿 1 晚；网络人气奖 1 名（经微
信公众号“富阳发布”投票产生），赠送
价值 1000 元富阳洞桥民宿 1 晚。
据主办单位负责人介绍，2018 年 3
月，所有获奖、入展和特邀作品将在洞
桥镇展出。

议家风，
最忆是
“传承”

“讲文物故事·传优秀家风”主题讲解词评选结果揭晓

PM10

建议：
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7 年 12 月 6 日 16 时发布

“和”字纪念币今起可网上预约
每人兑换上限为 40 枚

本报讯（记者 孙晓 通讯员 陈志言）12
月 13 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和”字书
法——楷书普通纪念币 1 枚（以下简称：
“和”字纪念币），
“和”字纪念币面额 5 元，
与现行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据了解，富阳区“和”字纪念币发行数
量为 12 万枚，采取网上预约、网点兑换方

式，每人兑换上限为 40 枚。富阳区本次预
约兑换工作由中国建设银行富阳支行代
理。
“和”字纪念币网上预约登记时间为
12 月 7 日至 12 月 11 日，市民可登录中国
建设银行官方网站（www.ccb.com）按步
骤完成预约，也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手机

富阳区“和”字纪念币网上预约兑换网点及数量分配情况表
序号

网点名称

数量（枚）

网点地址

1

建设银行富阳支行营业部

40000

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 10 号

2

建设银行富阳田园路分理处

16000

富春街道桂花西路 149 号

3

建设银行富阳城北支行

16000

富春街道春秋北路 339 号

4

建设银行富阳新登支行

16000

新登镇新兴路 17 号

5

建设银行富阳高桥支行

16000

银湖街道高桥东路 31 号

6

建设银行富阳春江分理处

16000

春江街道大桥南路民主村
新汽车南站北侧一楼

银行、网上银行、微信公众号办理网上预
约。已成功预约的市民可在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22 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至
预约登记的中国建设银行富阳支行营业
网点办理兑换。
此外，每人可代理 5 位成功预约的市
民（不包括本人）办理兑换，代理他人办理
兑换的，须出示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兑换数量须与预约数量完全
一致，逾期且未按规定兑换的，按自动放
弃处理。

“和”
字书法——楷书普通纪念币

富阳有效注册商标存量首次破万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方红梅）
记者昨日从区市场监管局获悉，截至 11 月
底，富阳全区新增注册商标 1194 件，已完
成杭州市政府对富阳区政府全年考核目标
任务的 199%，全区有效注册商标存量达
10176 件，
首次破万。
据悉，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各品牌指导
站对重点企业进行走访，
通过集中培训、
建
立“商广在线”QQ 群、微信服务群等进行
在线宣传指导，并根据区政府重点工作任
务清单要求，对各乡镇街道品牌培育工作
进行任务分解，
确定考核目标，
指导各品牌
指导站建立年度品牌培育库，确保全区有
效商标注册量稳步增长。
此外，加大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培育

力度。截至目前，
“ 富阳芦笋”
“ 湖源元书
纸”
“ 安顶云雾茶”等 3 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成功注册，
“富阳葡萄”正在申报中。
“湖
源元书纸”成为杭州地区在商标所属商品
分类第十六类（相关纸、纸制品和办公文
化用品中）获得核准的第一件中国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
目前，根据区政府文件精神，区市场
监管局组织荣获各级商标品牌企业申报
商标品牌建设财政专项补助，配合区财
政等部门对申报企业进行核实，积极协
调，兑现政府补助，持续释放品牌扶持政
策红利。积极搭建融资平台，促进银企
对接，帮助、指导企业进行商标权质押登
记，截至目前，共完成商标质押登记 6 家

次，其中小微企业 2 家次，融资金额共计
3324 万元。
区市场监管局还鼓励、指导企业积极
创牌。三年来，富阳新增驰名商标 6 件，省
著名商标 14 件，杭州市著名商标 41 件，富
阳区知名商标 69 件，截至今年，全区共有
驰名商标 15 件，其中行政认定 9 件；省著
名商标 55 件，市著商标 98 件；富阳区知名
商标 136 件。此外，根据浙江省“商标品牌
战略”工作部署，已成功申报认定省级“商
标品牌战略示范乡镇（街道）”2 家，省级
“商标品牌战略示范企业”2 家，目前尚在
申报的各 1 家。

颁奖仪式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蒋
观群）昨日上午，
“家在富春江上——讲
文物故事·传优秀家风”主题讲解词征
稿大赛颁奖仪式在大源镇新关村“蒋氏
宗祠”举行。
本次活动由区文广新局和富阳日
报联合举办。征集期间，组委会共收到
参赛作品 80 多件，内容丰富，涉及范围
广，有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近现
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以通俗生
动的语言，述说了祭祀、居住、生活等多

方面领域，讲述了发生在富春大地上的
历史事件、人物故事、逸闻轶事，同时很
多作品还展示了传统好家风的传说故
事，体现了“家在富春江上”人民的历史
风貌和文化传承。经过评选，共有 27
个各具特色的文物故事获得了奖项。
据悉，27 篇文物故事还将被编撰
成《
“家在富春江上——讲文物故事·传
优秀家风”主题讲解词征文大赛作品
集》一书，将作为富春乡土读本赠送给
相关学校和乡村图书馆。

区老干部摄影协会
黑山顶创作基地揭牌
本报讯（通讯员 何荣发）昨日上午，
区老干部摄影协会黑山顶创作基地揭
牌仪式在新登镇黑山顶举行，区老干部
摄影协会全体会员出席了揭牌仪式。
据悉，黑山顶不仅是一个集现代农
业和风光旅游于一体的田园诗画般的
景点，更是摄影人的一个平台，让摄影

爱好者有了“用武之地”。因此，老干部
摄影协会将以黑山顶挂牌为起点，迎接
一个富阳发展和摄影文化相融合的新
阶段。接下来，将积极组织并参与多种
形式的主题摄影文化活动，加强交流合
作，共同打造宣传、展示摄影文化的亮
丽品牌。

揭牌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