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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较少户外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8年3月13日16时发布

今日
天气 气温：14—27℃

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小雨

明
天气温：15—24℃

多云到阴有阵雨 后
天气温：12—17℃

阴有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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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岗位所需，杭州市富阳区技工学校招聘编外工作人员1名。
具体要求如下：
1.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2.身体健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吃苦耐劳，爱岗敬业。
3.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以下。
4.有医师或护士相关执业资格。
报名时间：2018年3月15日-2018年3月18日
联系人：卢美珍
联系电话：63349627 13777599185

杭州市富阳区技工学校
2018年3月14日

技工学校招聘启事
富阳日报公益广告富阳日报公益广告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袁晓军）提
起富阳科技大市场，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
可能还是个新名词。不过对不少企业来说，
这个成立一年多的机构已经成为他们在转
型升级过程中寻求帮助的第一选择。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各项服务，今
年，富阳科技大市场特别邀请企业来“点
播”，决定接下来一年时间里的各高校科研
院所产学研对接活动和科技中介活动。

今年，富阳科技大市场将和浙江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中
医院大学、农林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
西安交大、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高校科研
院所以及杭州仕邦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东鹏资产评估事务所、杭州三师创业服
务有限公司、浙江翔隆专利事务所、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等科技中
介机构对接，推出针对富阳企业的科技服

务，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投票，选择最
需要的服务。富阳科技大市场将根据投票
结果确定活动的优先等级。

投票方式：扫码关注富
阳科技大市场微信公众号，
进入相关推送页面投票。

企业如需要其他对接
服务，也可在“富阳科技大
市场”微信公众号留言。

服务富阳企业，助力打好产业转型攻坚硬仗

科技大市场今年举办啥活动 请你来点播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袁晓军）浙
江科技大市场富阳分市场（以下简称“富阳
科技大市场”）位于富阳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浙大网新银湖科技园内，是杭州地区
首个实体化建成和运行的科技大市场。

富阳科技大市场的运行是区科技局以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杭州伍一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实现以科技管理
部门业务指导、政策支持，专业团队市场化
管理的有效模式。此外，富阳科技大市场
还增挂“富阳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牌子，
为创新创业团队（个人）提供企业注册、科
技政策咨询等服务内容。

富阳科技大市场与省内外重点高校院
所、科技服务机构、投融资机构开展合作互
动，促进优质科技资源与企业的对接，发挥

政策集成和协同效应，形成有利于科技成
果转化的管理体制与机制，为我区创新创
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专业服
务。着力构建科技资源聚集平台、科技成
果转化平台、科技企业培育平台、科技人才
培育和引进平台及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

“五大平台”，实现科技成果展示、科技合作
交流、科技中介服务、科技资源共享和技术
合同交易等“五项功能”。

截至 2017 年底，富阳科技大市场已有
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和中科院宁波材料研
究所等省内外10家高校院所设立的技术转
移中心入驻，并与浙江省机械工业情报研
究所、杭州三师创业服务有限公司及浙江
晓翔律师（专利）事务所等9家省市重点科
技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全区

范围内征集企业技术难题130多项，征集、
梳理并发布高校科技成果360多项并做好
后期的对接服务，为富阳企业牵线发展科
技创新顾问20个。联合区科技局、高校技
术转移中心、入驻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
区高新协会等组织企业进名校、专家进企
业和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产学研对接活动
及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培训、知识产权服务
培训、技术经纪人培训和创新券等科技政
策培训活动等共12场，并在活动结束后进
行了跟踪服务。依托引进的科技中介服务
机构开展技术合同登记（代办）、知识产权
服务、项目申报、政策咨询等服务企业近
500 家次。另外富阳科技大市场还承担了
区科技局委托的科技成果登记、专利补助
受理和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等工作。

新闻延伸 为企业与科研院校牵线搭桥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杨茹松
许洪良）春暖花开，处处鸟语花香，微信朋友
圈里都是美景。富阳有个地方，环境优美，
盛产茶叶、竹笋、水果，是远近闻名的茶乡竹
村；境内森林覆盖率达85%，有“天然氧吧”
的美誉；地下矿藏丰富，有铅锌、黄铁、石灰
石等,这里就是春建。

你还记得去年6月30日启动的“生态秀
美、生产富美、生活和美”首届“三美春建”摄
影大赛吗？在此提醒各位摄影爱好者，来春
建拍下春色，说不定还能拿个摄影大奖。

近年来，春建乡立足生态涵养发展区、
现代城市辐射区、秀美宜居先行区的“三区”
优势，借势转型、借力发展，加大产业优化力
度，加大环境提升力度，加大民生保障力度，
加大社会治理力度，努力建设生态秀美、生
产富美、生活和美的“三美春建”。

为记录春建乡境内的社会生活、自然风
光、人文古迹、重大事情、重大变迁等，反映
在区委区政府“三看四态促转型”战略部署
下，春建乡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环境整治、
美丽乡村、城镇建设、美丽经济、最美庭院、
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以及春建人拼搏的
精气神，春建乡政府联合区文联、富阳日报
社，举办首届“三美春建”摄影大赛。

无论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只要你
热爱拍照，热爱生活，都能参加这次活动。
摄影作品内容要求展现 2016 年 1 月 1 日以
来春建的生态之美、生活之美、生产之美、发
展之美、人文之美、和谐之美等，摄影作品必
须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人文性、艺术性、观赏
性。征稿时间截至今年3月30日（以收到作
品时间为准）。

本次摄影大赛以专业相机为主，不接受
电脑 PS 作品，仅限于裁剪、亮度和色彩调
整，不允许任何涉及内容的更改，原则上每

幅参赛作品像素不低于3M。
比赛仅限于网络投稿，参赛者在征稿时

间内，将作品发送至摄影大赛的专用邮箱
hzfyyrs@126.com。每幅作品必须附上名
称、拍摄地点和时间以及作者个人信息（姓
名、地址、电话和邮箱），否则视为报名无
效。主办方承诺不公开或泄露投稿个人非
公开信息。

本次活动不收参赛费，不退稿。凡入选
作品，主办方拥有使用权，统一调取原始数
据文件，用于出版画册、举办展览及媒体宣
传等，不另付稿酬。

征集结束后，大赛组委会将邀请多位省
市摄影专家、知名摄影家组成评委会，将对

所有参赛作品集中评选。
此次大赛共产生佳作奖 10 名，各 2000

元；优秀奖 100 名，各 200 元。分为三个奖
项，分别为“生态秀美”奖、“生产富美”奖和

“生活和美”奖。“生态秀美”奖，包含春建乡
境内的秀美风光、人文古迹、美丽乡村、美丽
庭院等；“生产富美”奖，则要展现春建人的
生产热情、工业发展、城镇建设等；“生活和
美”，侧重于社会生活、美丽经济、村民富足、
生活和谐、运动之美等。

获奖作品将在《富阳日报》、富阳新闻网
上公布。

咨询电话：0571-63492206（春建乡人民
政府）。

春建自行车越野赛道（资料图）

首届“三美春建”摄影大赛进入倒计时

春建好风光 请你来发现
征稿截至3月30日,投稿邮箱：hzfyyrs@126.com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室内
乘凉，室外取暖。”刚刚入春，在阳
光的扶持下，富阳气温跳跃式上
涨，眼看就要刹不住车了。幸好，
冷空气已经蓄势待发，准备让热
情的“春姑娘”冷静下来。

昨天，富阳城区的最高气温
飙升至 28.2℃，全区最高出现在
春江街道，达 29.1℃。这样的温
度，在大太阳下穿件短袖也不成
问题了。

上周日，区气象台宣布富阳
正式入春，这才没几天，就直奔初
夏主题而去，这还了得？事实上，
三月向来是很不安分的月份，暖
空气势力脚跟不稳，冷空气在一
旁虎视眈眈，动不动就会上演“过
山车”。

最新气象分析显示，暖湿气
流正在蓄积水汽，今天富阳天空
中的云层加厚，转为阴天，偶尔还
会飘几滴细雨，白天气温仍有
27℃，体感比较闷热。周四周五
两天，多阵雨天气，其中，周四夜
里起受冷空气影响，气温逐渐回

落，周五白天的最高气温降至
16—17℃。

需要注意的是，本周末在冷
空气“掌控”下，天气逐渐转好，但
气温将明显下降，最高气温12—
16℃，最低气温降至个位数，仅
6—9℃，山区更低，对早茶影响较
大。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
化，及时增减衣物，注意春捂，以
防生病。

“富阳的春天，四季随机播
报。”正如网友们的形容，初春乍
暖还寒，晴雨转换频繁，气温起伏
明显，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
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注意春捂，
以防生病。

春天刚来太热情
需要“冷静”一下

周四周五降雨降温

岸绿花红（天气拍客 陈健 摄）

近日，网传驾考从 4 月 1 日起实
施新规，驾考难度又要升级了？

记者向杭州市机动车服务管理
局核实，得到的回应与网传有所出
入。交通运输部确实组织制定了《机
动车驾驶培训网络远程理论教学技
术规范》，目的是推进网络远程教学
在理论培训中的应用，规范网络远程
教学课程和教学平台的建设，并在4
月 1 日起实施。但杭州早在 2016 年
年底就实施网络远程理论教学，不过

一直使用的是杭州自主研发的课题，
接下来会采用国家统编教材。

之前科目一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相关知识要学满 12 小时，科目
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要学满 10 小
时，加起来共22小时的理论教学，都
是要在课堂学习的。考虑到学员上
课路程和车费开支，交通运输部进行
了调整。新规采取“互联网+理论教
学模式化”，打破了学员学习空间限
制，自己安排时间来更加灵活。

网传“4月1日起驾考难度又升级”

别担心，杭州早就实施了

投票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