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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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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
者应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8年2月1日16时发布

今日天气
气温：-2—7℃

晴到多云，有霾 明
天 气温：-2—4℃

多云到晴 后
天 气温：-3—4℃

晴到少云

未来一周，晴冷天气为主
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终于被解除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昨日起，今年春
运正式拉开了序幕。春运首周，富阳的天
气如何？目前来看，将持续晴好天气，利于
交通出行，但早晚气温较低，仍有冰冻。

自上周以来，雨雪狂刷存在感，一直持
续到 1 月 31 日夜里。昨天是 2 月的第一
天，午后暖暖的阳光，宣告天气格局终于迎
来转折。由于富阳大部分道路已无积雪，

“高挂”了近一周的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
终于被解除。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天到2月7
日，富阳都将以晴冷天气为主，平原地区最
低气温-6℃到-2℃，山区-9℃到-5℃，部
分山区仍有积雪路段，冻雪消融较慢、容易
结冰，出行仍需注意防范；白天气温将小幅
回升，城区最高气温 4—8℃，大家可以做
好春节前的洗晒安排，农业方面可视天气
条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减少损失。

同时，再次提醒，霾天气也来凑热闹，
由于空气扩散条件较差，同时北方冷空气
影响伴有输入性污染，今天富阳有中度到
重度霾，请市民外出做好防护工作。

春运出行，不仅要看本地天气，还得看
周边乃至全国的。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
最新预测，未来一周，整个中东部地区都将
保持晴好低温天气，可算天公作美，但仍不
排除阶段性、局地性的冰冻雨雪、低能见度
等灾害性天气。

这段时间的持续低温，让很多人疑惑：
今冬到底是冷冬，还是暖冬？其实判断“冷
暖”，从时间上看，是指12月至次年2月，足
足有三个月，这就好比一场足球比赛，不到
最后无法决定胜负。拿2017和2018的这场

“球赛”来说，前30多分钟（2017年12月）总
体偏暖，而1月又相对偏冷，追平了比分，所
以，2月份的气温表现将成为决定因素。

昨晨，富阳某小区的结冰画面（天气拍客 史勤 摄）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徐佳丽）年
关将近，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节前年货市
场监管工作。经过连日排摸，1月12日在龙
门镇查获一起涉嫌仿冒“中国劲酒”包装大
案，现场扣押仿冒“中国劲酒”59箱。该案也
是自今年 1 月 1 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实施后富阳区查获的第一案。

1月9日，据灵桥某食品店店主反映，他
购买了 10 箱“中健劲酒”，由于该酒包装与

“中国劲酒”十分相似，导致店主误以为是
“中国劲酒”而购买。接到举报线索后，区市

场监管局稽查大队立即前往现场实地查看，
通过调取监控等手段，初步确定违法嫌疑人
及运输车辆车型和车牌号。办案人员通过
已掌握的现有证据，进一步研判分析嫌疑人
大致的落脚点、销售区域，初步确定了实施
现场查扣的区域，并通知辖区相关所密切关
注，在巡查中注意发现。

1月12日，通过电子技术手段，龙门市场
监管所执法人员在辖区内发现该车辆，稽查
大队办案人员立即前往现场进行检查，当场
查获车内装的“中健劲酒”59箱。后经询问，

嫌疑人已在杭州多地销售该酒300余箱，且
无相关证照。

据查，嫌疑人所销售的“中健劲酒”外包
装与“中国劲酒”极度相似，一般情况下很难
使消费者识别是否是正宗的“中国劲酒”，已
经构成市场混淆。办案人员认为，嫌疑人的
行为符合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六条第一项“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
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
似的标识”的规定，应予立案查处，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外包装相似 富阳查获高仿“中国劲酒”59箱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赵汝华 卢
映）春节将至，保健品和冬虫夏草、石斛、燕窝
等参茸滋补类中药材迎来销售旺季。为规范
春节期间保健品和滋补类药材的市场秩序，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了富阳节前
净化保健食品、药品市场专项检查行动。

此次检查主要针对本市辖区内各大药
房、超市。重点是野山参、三七、冬虫夏草、
石斛、燕窝等参茸滋补类中药材，检查内容
主要涉及产品标识、质量状况、营业人员业
务知识等，重点对购进渠道是否合法规范、

是否索取供应商资质及合法票据；是否存在
经营国家及省、市局通报的假劣药品，以及
药品宣传广告违法行为等方面，并现场抽取
了春节期间百姓喜欢购买的三七、石斛、灵
芝孢子粉等19批次药品送杭州药检院检测。

保健品方面，在大润发超市，执法人员
重点检查了国产和进口保健食品的合法性、
标签标识和说明书、经营场所产品摆放及宣
传和保健食品添加等情况。同时，委托第三
方监测机构随机选取了如森山铁皮石斛、汤
臣倍健钙镁咀嚼片、雪源康、致中和五加皮

等热销保健品进行抽样监测。
从检查的情况来看，市场上的参茸滋补

类中药材质量状况总体良好，大部分经营单
位符合 GSP 规定要求。但也有个别零售药
店存在产品标识不准确、自制药品宣传小广
告等问题。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表示，抽
检结果将通过媒体公示。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大监管
力度，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的
依法予以严肃处理，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春节临近，富阳开展保健食品、药品、酒类专项检查

滋补类中药材质量状况总体良好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赵尹波 张
朝华）春节临近，市场上的酒类产品又迎来
销售高峰。区市场监管局稽查大队近日会
同该局餐饮科，开展酒类流通市场专项检
查，共检查经营单位12家，出动执法人员52
人次，发现涉嫌假冒的贵州茅台酒、五粮液
等高档白酒。

当天，执法人员对国贸、开元、南国、皇
家、维依纳、蓝钻等多家高档星级酒店进行
了检查。这几家大酒店的年夜饭预订量均
已饱和，酒店酒水仓库货源准备也比较充
分。执法人员在其中几家酒店酒水仓库发
现涉嫌假冒的贵州茅台酒、五粮液等高档白

酒，执法人员当即对涉嫌假冒的白酒予以扣
押，并对案件做进一步调查。

据悉，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的几家大型白
酒专卖店、零售、批发商行进行检查时，也发
现了一批涉嫌假冒的贵州茅台酒，目前案件
正在办理当中。

同时，执法人员深挖线索，在富阳某企
业发现30箱假冒五粮液。根据前期调查取
证，现已将涉嫌刑事犯罪的供应商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执法人员将进一步深入挖掘，打
击源头。

据了解，目前富阳市场上还存在不少以
低档酒冒充高档酒牟取暴利的行为，直接损

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严
管、严查、严处，进一步规范酒类市场秩序、
保障春节市场安全。

低档酒冒充高档卖 富阳查获30箱假冒五粮液

执法人员正在鉴定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
员 倪华丽）为了办理结婚登记不
扎堆，避免新人因资料不符而登
记不了，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
醒：需要在 2 月 14 日登记的新人
们在2月13日前到婚姻登记处现
场预约（需带上双方身份证、户口
簿双方共同前往）。

如果确实没时间到现场预约
的，也可以网上预约（网址：http://
jhyy.zjmz.gov.cn）。但网上预约只

是登记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不
能真实地反应双方当事人信息的
准确性，为避免出现不能登记现
象，建议双方当事人携带身份证、
户口簿前往登记时，请核实身份
证和户口簿上的姓名、年龄、出生
日期、身份证号、婚姻状况是否一
致，印章是否清晰完整；如有不符
要求，请提前去户籍所在地的派
出所进行更改。

近期准备结婚登记 最好提前网上预约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李马洁）场口哪里最美？近日，“活
力新城”聚焦最美场口摄影大赛结
果揭晓，产生佳作奖30名，优秀奖
80 名，反映出 2016 年 1 月 1 日以
来，场口的生活之美、发展之美、生
态之美、人文之美、和谐之美。

本周日上午 10 点，场口镇将
在新元村文化礼堂举办摄影大赛
颁奖仪式和作品现场展示，对佳
作奖 30 名，优秀奖 80 名，以及场
口“最美十景”进行颁奖，请获奖
作者携带身份证原件和正反面复
印件。

2016 年12 月，场口镇正式被

确定为第三批省级小城市培育试
点镇，迎来新一轮的历史性发展
机遇。

三年内，场口镇抓住小城市
培育的重大机遇，确定打造高新
产业之城、美丽田园之城、历史文
化之城、温馨文明之城，建设现代
田园小城市的目标，立足“新城、
新区、新农村”三大主战场，推动
场口的发展。

为记录场口原汁原味的美和
场口人奋进前行的斗志，场口镇
联合区文联、富阳日报社举办了
此次“活力新城”聚焦最美场口摄
影大赛。

“活力新城”聚焦最美场口摄影大赛结果揭晓
周日上午将在新元村文化礼堂颁奖

金秋十月 记者朱啸尘 摄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
员 吴一）昨日上午，区市场监管局
举办2018年“守合同重信用”公示
企业申报培训会议，富阳区在
2015 年和 2016 年获得 AAA 级、
AA级、A级和新申报A级“守合同
重信用”公示企业共200余家企业
参加了培训，这标志着富阳 2018
年“守合同重信用”公示活动正式
拉开了序幕。

今年是《浙江省“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公示办法》实施第三年，根
据省市工商局的统一布置，今年申
报范围是符合《办法》第五条、第六
条和第七条规定条件的企业，可自
愿申报浙江省 AAA、AA 级、A 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2015年
获得浙江省工商企业 AAA、AA

级、A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认定
的企业（含新认定、续展认定），
2016年公示为浙江省AAA级、AA
级、A级“守合同重信用”的企业可
自愿申报继续公示；未申报继续公
示的，原认定期满后自行失效。申
报时间为浙江省AAA“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的申报至2018年3月10
日结束；浙江省A级、AA级“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的申报至2018年6
月10日结束。

据了解，申报程序为省工商
局专门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门户网站（网址：http://gsj.zj.gov.
cn）中的设置“守合同重信用申报
系统”由企业自行在线申报，申报
完成后，向企业住所地市场监督
管理所提交相关书式材料。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开始申报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
员 章丽）无偿献血，生命因你而延
续。昨日上午，区委政法委会同
区献血办，在区人民法院联合开
展了2018年政法系统应急无偿献
血活动。活动现场，政法系统人
员排起了长队，等待填表、量血
压、体检化验，待检查合格后依次

献血。他们当中，不少人已是多
次参与无偿献血。

据统计，当天上午共有 70 余
人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16100
毫升，政法系统的平安卫士们用
暖心善举彰显了政法干警“忠诚
为民”的赤诚情怀，用实际行动为
社会奉献爱心。

政法系统开展应急无偿献血活动

献血现场

本报讯（记者 方梁 通讯员 何淼军）记者
从富阳公交公司了解到，今日起，城区21条
线路将全面推出使用移动支付功能。而且，
除部分城乡线路外，大部分公交线路信息均
可以通过“杭州公交”APP实时查询。

据了解，从去年7月开始，富阳公交公司
便在2路、5路公交车上试行移动支付，情况良
好。目前，城区所有公交线路的294辆公交车
都完成了新型POS机安装，并联合杭州“公交
云”，对富阳公交车辆运营信息进行了接口开
发，实现了“杭州公交”APP富阳数据接入，这
才得以在城区线路全面推行移动支付。

据介绍，本次推出的移动支付将实现以
下功能：实时公交查询，自主控制出行。打
开“杭州公交”APP，可纵览富阳区内公交线
路的实时信息（除近期收购的城乡线路），如
最近的公交站点、最新的公交班次等，用户
只要设置“公交到站”提醒功能，便可以自主
控制出行节奏，管理出行时间。

一键移动支付，便捷实惠出行。基于
“杭州公交”APP，乘客可以一键领取支付宝
乘车码，即使在手机离线的情况，也可以享
受“先乘车后付款”的信用公交移动支付服
务，同时还全面支持银联云闪付的应用。

多项在线活动，体验乘车优惠。传统的
公交 IC 卡用户，通过“杭州公交”APP 注册
后，可以享受丰富的绿色出行体验，比如可
以领取“碳币”兑换 APP 商城礼品、体验“一
分钱坐公交”“乘公交领红包”等，享受到“互
联网+公交”的便利和实惠。

用户实时评价，提升服务品质。为进一
步增强公共交通吸引力、提升公交出行分担
率，“杭州公交”APP配备了意见反馈通道，乘
客可以实时与杭州公交进行在线交互，共同
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同时还能享受失物招
领、天气查询等个性化服务。

城区公交今起推行移动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