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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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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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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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山居 百花芳菲

本报讯（记者 仲芷菡 通讯员 易育
林）昨日上午，2018富阳里山安顶云雾
茶文化节暨首届富阳里山“百花大会”
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

安顶云雾茶既是历史名茶，又是
富阳茶叶的重要载体，谷雨前后，安顶
云雾茶刚采摘时，每斤价格能达到上
千元。随着每年茶文化节的举办，安
顶云雾茶的名气越来越大。

本届里山安顶云雾茶文化节以
“富春山居、乐在里山”为主题，以“山、
水、花、茶”为主要休闲元素，通过安顶
云雾茶文化体验季、茶农绿色生活体
验游等活动，吸引游客到里山镇体会
独特的茶镇乐趣，从而推动里山当地
旅游观光休闲产业的发展。

发布会上，2018 富阳里山赏花胜
地的宣传片正式发布，“一江一路一溪
一水”，处处皆美景。除了万成片的茶
园，一抹抹粉色的樱花点缀其间，成为
里山镇响应全区首届“乡村百花大会”
的特色花卉景观带。安顶垅里、里安
公路樱花大道和里山村鸡山岭，成为
里山镇三大赏花胜地。如果在近期前
往里山，登安顶古道，依然可以观赏到
成片的野樱花。

随后，里山镇党委副书记唐伟介
绍了以“茶”为主题的“赏樱探茶—古
径采茶—谷雨品茶—登顶斗茶”等系
列活动，并面向全国征集安顶云雾茶
礼盒装设计。本次文创设计大赛的最
高奖金为2万元。

里山镇党委书记孙燕青表示，安
顶云雾茶历史悠久、香醇浓郁，是“杭
州市十大名茶之一”。近年来，里山镇
历届党委政府立足资源优势、保护生
态环境、挖掘人文底蕴、打造产业特
色，打通大安顶林道环线、举办安顶云
雾茶文化节、打造茶叶核心精品园区、
加强茶农技术培训、推进茶叶质量认
证、改进茶叶文创包装、发展农业电子
商务等举措，有力提升安顶云雾茶知
名度，茶叶已成为里山村民增收的支
柱产业。“接下来，里山镇将坚持因地
制宜、错位竞争、特色发展，打好生态
牌，做好茶文章，走好致富路。”

安顶云雾茶文化节暨首届里山“百花大会”召开
里山赏花胜地发布，征集安顶云雾茶礼盒装设计

安顶春茶香杭城

自2017年起，国务院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
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为此，富阳区文广新局、富阳区“三美”新农
村建设指挥部联合富阳日报社，推出“家在富春江
上·拥抱新时代”——富阳区第三届古建筑摄影大
赛。

【活动目的】
富春江两岸，分布着众多古镇、古村和老街，这

些古建筑遗存，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忆
基因”。

通过镜头的唯美角度，把这些散落在富春山水
之间的古建筑（遗存或构件），呈现在大家面前，能
够更感性地展示富阳的秀美风景、淳朴民风以及各
具特色的人文环境。

眼下的富春大地，正以建设“一江带城、南北呼
应，山水相依、产城融合，现代气派、田园风光”的大
都市新型城区为总目标，坚定不移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大力推进“三美”联动发展，而通过这些历史遗
存的画面传递，无疑将为“拥抱富春江、拥抱大都
市、拥抱新时代”打造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凝聚起
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主办单位】
富阳区文广新局、富阳区“三美”新农村建设指

挥部、富阳日报社

【承办单位】
富阳区博物馆

【作品主题及范围要求】
本次摄影大赛的参赛作品内容为富阳区境内

的古建筑历史遗存、古建筑构件、古民居、古村落
等，通过镜头的艺术呈现，传达出“天下佳山水，古
今推富春”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气质，着重体现古建
筑在新时代的特色以及与人的和谐关系。

【征稿时间】
征稿时间从2018年3月30日起，至2018年5月

20日止（以收到作品时间为准）。

【征稿细则】
1.富阳区内摄影爱好者均可参赛，每人参赛作品

数量不超过3幅，单幅、组照（组照6幅以内）皆可。
2.投稿作品要求：必须保持摄影类作品的基本

性质，不接受电脑特技作品的照片；纪实风格作品，
仅限于裁剪、亮度和色彩调整，不允许任何涉及内
容的更改。

3.投稿方式：参赛者可在征稿时间范围内通过
邮箱将作品发到本次摄影大赛专门联系邮箱：fuy-
angbwg@163.com，打包发送。同时，每幅作品需附
上作品名称、拍摄地点和时间，以及作者姓名和联
系电话。

4.作品入选后，主办方将统一调取原始数据文
件，用于相关公益宣传（凡入选作品主办方拥有使
用权，不另付稿酬）。

5.参赛作品必须为署名作者原创(不接受署名
二人以上的作品)，赛前应自行处理好作品的肖像
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并对该作品拥有独立、完整
的著作权；凡因此引起的法律责任，由作者自行承
担，与主办方无关。

6.凡参赛者在提交作品时，即视为同意并遵守
上述各项规则。

【奖项设置】
特等奖：1名，奖金 3000元/名。
一等奖：2名，奖金 2000元/名。

二等奖：5名，奖金 1000元/名。
三等奖：8名，奖金 500元/名。
优秀奖：若干名，奖金 200元/名。
所有获奖作品均颁发荣誉证书。
同一作者获奖作品等级、数量不限，奖金所涉

个人所得税由作者本人承担。

【作品评选及展示】
大赛组委会将邀请知名摄影家、文博专家组

成评委会，2018 年 5 月底对参赛作品进行集中评
选，获奖信息将在杭州日报、富阳日报、富阳发布、
富阳新闻网等媒体公布。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中
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举行颁奖仪式，同时,部分
作品将在博物馆举办的三届古建筑摄影大赛优
秀作品展和农村历史建筑修缮九年成果展中展
出。

【作品参赛联系方式】
富阳区博物馆宣教科
地址：江滨西大道159号富春山馆内
联系电话：63323284

走遍春江两岸，只为找到你……

“家在富春江上·拥抱新时代”富阳区第三届古建筑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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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今
年 1 月主城区所有公交线路实现移动
支付后，昨日起，所有进杭公交也全面
上线移动支付。

富阳融杭公交一体化以来，富阳公
交公司逐步推出了十大类55项服务举
措，包括IC卡通用、优化线网、增设公
交站点、实现同城同待遇等，极大便捷
了市民出行，其中，移动支付的推行也
是重要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公交运行
效率、提升公交服务品质，为智慧交通
乃至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富阳公交去年9月“试水”移动支付，效
果良好，今年1月底，主城区的所有公
交线路全部实现移动支付，同时在434
路、435 路两路进杭公交线路上试行，
施行至今，得到了市民非常好的反馈。
在全部进杭公交上推出移动支付后，接
下来，富阳公交公司将加快车辆更新、
系统安装，争取早日在城乡公交线路中
也能实现移动支付。

这次推出的移动支付的平台、方
式、功能等，与之前相同，支持杭州通、
支付宝公交卡二维码扫码支付和银联
云闪付等新型乘车方式。如通过“杭州

公交”APP，可纵览富阳区内公交线路
的实时信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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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公交 IC 卡用户，通过

“杭州公交”APP注册后，可以享受到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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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
网+公交”的便利和实惠；“杭州公交”
APP还开设了意见反馈通道，乘客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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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阳所有进杭公交
可全面移动支付啦

清明假期先雨后晴
并伴有大幅度降温和大风天气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梨花风起正清
明，游子寻春半出城。”一场强劲的冷空气
与清明小长假相伴而来，与祭扫、踏青相
比，它很可能十分“抢戏”，让假期变得不太

“平静”。
昨天开始，大家一直关注的冷空气不

断南下，预计今天下午前后开始影响富阳，
带来一次明显的降温、降水和北风增大过
程，日平均气温的降温幅度可达8—10℃。

先来看雨水的影响。今天白天阴有时
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有中
到大雨，并伴有7—8级偏北大风。计划出
门祭扫的朋友，一定要充分做好防雨准
备。此外，假期交通本就繁忙，遇上雨水会
堵上加堵，大家务必提前出门，小心驾车。

气温方面，前阵子的迅猛升温为接下
来的“疯狂”降温打下了基础。清明节当
天，从早到晚，气温一路下降，下午会比早

晨更冷。小长假第二天，雨水渐止，冷空气
主体深入，北风依然较大，最高气温降至
17℃左右。7—8 日，天气重新转晴，早晚
最低气温跌回到个位数，预计平原地区
7—9℃，山区更低，7日当天的最高气温也
只有16—17℃。

总的来说，整个小长假先晴后雨，气温
下降明显，从前期的偏暖模式转为偏冷格
局，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避免感冒。

昨天，区气象台还发布了今年 3 月份
的气候评价报告，其中，3月下旬的平均气
温异常偏高，为富阳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
同期第三高。同时，今年3月下旬雨量极
少，仅2.4毫米，为历史同期最少纪录。这
样的天气条件，比较适宜春季作物生长，但
气温偏高，春茶的茶牙老化加快。气象部
门特别提醒，清明前后茶农在抢摘春茶时，
要注意雷电天气，避免雷击事故的发生。

与春对话（天气拍客 王仁湘 摄）

本报讯（记者吴璇 通讯员 许崇葳）今天
上午 8:30 至下午 2:00，永和大厦一楼将举行
2018年富阳区“强化对接，促进就业”人力资
源交流会。交流会由区总工会和区人社局联
合举办。

本次招聘会共有浙江国际大酒店有限公
司、杭州正大空分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易

莱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三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等56家单位参加，提供311个岗
位，需求人数 1256 人。招聘岗位有行政人
事、普工/操作工、机械工程师、保洁、仓管、内
勤人员、设备维护、电工、市场文案、平面设
计、驾驶员、销售代表、文员、水电工、采购员、
模具工、出纳等。

今日有一场招聘会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占春
华）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在审查“2017
年度拟表彰服务业先进企业”中发现，
拟表彰企业中的杭州某贸易公司因销
售过期食品，曾被处以罚款5万元。虽
然这家企业在行业内还算优秀，但因为
存在失信行为，还是被取消了评选资
格，另一家企业因此递补进入评选。

3 月 23 日，区市场监管局接到区

发改局要求对“2017 年度拟表彰服务
业先进企业进行资格审查的函”，共涉
及杭州富阳银泰百货有限公司、浙江
源态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 10 家
企业。

据悉，现代服务业先进企业评选表
彰旨在积极引导富阳服务业企业做大
做强，尽快形成一批主业突出、管理先
进、竞争力强的大型服务业企业群体。

3 月，通过企业自主申报、行业主管部
门推荐等程序，10 家业绩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或在创新性、成长性方面具有突
出成绩的企业脱颖而出，进入了资格审
查阶段。

目前，信用记录正被应用到越来越
多的评优评先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个
人，都须提高重视、倍加珍惜，避免增加
前路的崎岖，失去发展的良机。

贸易公司因不良记录 取消评优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