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8月10日）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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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滚滚长江
是开水，浪花淘尽直烫嘴。说走咱就
走，刚迈两步就烤成了火腿。只能敢
问路在何方，因为热得根本找不着北
……”连日来的高温，让这种“天气段
子”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好消息是，马
上到来的周末，高温略有懈怠，雷阵雨
也将重出江湖，其“出镜率”有所升高。

截至昨日，富阳今年入夏以来的
高温天数已经达到35天，超过常年平
均高温天数（29 天）。区气象台最新
预测，未来一周晴热为主的天气旋律
仍然不变，但雷雨带来的“插曲”会给
我们送上一丝清凉。

具体来看，明天开始一直到 8 月
15日（下周三），受副热带高压减弱的
影响，富阳多午后雷阵雨，各地气温
略有回落，高温强度下一个台阶，最

高一般在 33—36℃。大家除了要防
暑降温，还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
雨、大风和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可能
带来的灾害。

再关注下台风。中央气象台预
计，位于台湾东南方向洋面上的今年
第14号台风“摩羯”将于今天傍晚开
始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于明天夜间
进入我国东海海面，强度逐渐加强，
预计最大强度可达强热带风暴级。

根据台风移动路径的最新分析，
“摩羯”最大可能将在江浙沪以东的
海面上北上并转向，有可能靠近山东
半岛和辽东半岛。浙江省气象台提
醒，本周日起全省高温范围有所减
小，同时受台风“摩羯”外围云系影
响，沿海地区多雷阵雨天气，准备去
沿海城市旅游的朋友，要关注台风可

能带来的风雨影响。
另外，我国南海上，也有一个热

带低压系统在发展，可能成为今年第
15号台风，由于其移动速度慢且水汽
多，登陆后容易出现滞留情况，所以
预计未来几天海南、广东、广西一带
有大暴雨，前往华南方向的朋友要多
加留意。

明
天

多云,午后局部
有雷阵雨
气温：27—35℃

后
天

晴到多云，午后
局部阴有雷阵雨
气温：26—35℃

今日天气 晴到多云
气温：27—37℃
平均相对湿度60%

周末雷雨“出镜率”升高
高温强度将下一个台阶

本报讯（记者 方梁 通讯员 张琦）
从富阳公交公司了解到，今日起，新登
片区所有线路的公交车都将开通车载
POS 机刷卡功能，该片区的乘客将与
富阳城区及杭州主城区乘客一样，享
受到刷卡优惠乘车的服务，这也是我
区城乡公交一体化后释放的又一便民

“红利”。
自去年底到今年初完成所有民营车

辆的收购后，富阳公交一体化工作一直
在持续当中，车辆更新、线路优化、票价
降低、杭州通卡和老年优待卡推出等一
系列红利不断释放。其中，“IC 卡优惠
票制”尤其受到市民欢迎，乘客通过办理
全杭州通用的“杭州通·通用卡”，乘车可
以享受9.1折票价优惠，以及地铁和公交

90 分钟内换乘享受优惠票价。而 60—
69岁老人还可以办理老年优惠卡，不仅
享受乘车9.1折优惠，而且在充值时还能
充多少送多少，相当于5折优惠。不过，
虽然富阳公交进杭线路和城区线路早早
实行了“IC卡优惠票制”，但城乡公交由
于一体化工作的安排，在车辆更新、线路
优化、票价制定、系统安装等方面需要时
间来一一解决，因此迟迟没有推行“IC
卡优惠票制”。这是让城乡公交的乘客
望眼欲穿。

现在，城乡公交线路终于开始陆
续开通车载 POS 机刷卡功能，首先可
以享受“IC 卡优惠票制”的将是新登
片区的乘客，今日起，该片区的所有公
交线路都将开通车载 POS 机刷卡功

能，分别为 571 路、572 路、631 路，2201
路、2202 路、2203 路、2204 路、2205 路、
2206 路、2207 路、2208 路、2209 路、2210
路、2211 路、2212 路、2213 路、2214 路
和 2215 路，乘客上车可以刷富阳市民
卡（需开通电子钱包功能）、杭州市民
卡（需开通电子钱包功能）、杭州一卡
通、老年卡等优惠卡种。

未办理一卡通的市民可以到富阳
公交站、客运西站、客运南站的公交卡
办理窗口办理开卡和充值业务。此
外，剩余大源片区和场口片区的公交
线路也在加紧进行开通车载 POS 机刷
卡功能的后续工作，将在审批完成的
情况下分批实行，预计在第三季度内
逐步推出。

新登片区公交车今起可刷卡乘车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实习生 潘雨
含）近日区博物馆收到五位新登园林工
人捐赠的一件文物，经鉴定是新石器时
代的石钺。昨日下午，区博物馆相关负
责人专程前往新登感谢捐赠者并送上荣
誉证书。

工人挖土时发现了
新石器时代的石钺

这五位捐赠者是：徐献青、陈铁牛、
白健生、陆关洪、赵来强，他们都是新登
城川建设绿化公司的园林工人。白健生
表示：“这件石钺是去年11月12日在松
溪家园工地上准备要用的土堆里发现
的。”这些土当时是从松溪的加油站后面
挖来的，挖土的附近以前有很多坟墓。
那天他们 5 人在一起干活，发现这个完
整的“石器”。白健生当时就说：“这应该
是个宝。”他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些文物
的节目，就感觉这是一件很老的东西。
白健生一行人后来去请教了几位“懂行”
的朋友，有人告诉他们这是文物，应该由
政府来收藏保管。“文物是国家的，肯定
应该捐献给国家。是绝对不能卖的。”几
位工友商议后，决定把它捐赠出去。由
于不知道捐献的途径，石钺被暂时存储
在一位工友家中，直到一个礼拜前，通过

新登镇的联系，石钺终于成功被区博物
馆收入。

区博物馆为现场的捐赠者送上荣誉
证书，并表示感谢。“这荣誉比金钱重要
得多！”几位工友拿着荣誉证书骄傲地
说。

捐赠现场又添一把青铜剑
文物保护意识越来越浓厚
值得一提的是，捐赠者白健生在现

场又向博物馆捐献了一件器物，是一
把差不多半个手臂长的小型古剑，看
上去有些锈迹斑斑。白健生说这把剑
是三十年前在拆除自家老屋时发现
的，趁此机会一并捐赠给区博物院。

区博物馆工作人员接过器物，对他表
示感谢。回到博物馆后立即请上级文
物专家鉴定，通过对捐赠物的形制以
及纹饰特点确定它是一件春秋战国时
期的青铜剑。

“这些文物对研究富阳的历史有重
要作用，希望大家都可以为传承和弘
扬历史文化出力。”区博物馆负责人表
示，这些捐赠的文物有一定的历史价
值、文物价值，区博物馆将对这些捐赠
文物进行保护和研究。他说特别值得
弘扬的是市民主动捐赠文物的积极
性，说明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在不断
提升，他们的捐赠不但丰富了馆藏，也
为这些珍稀文物找到了永久保存之
地。

石钺 青铜剑

挖土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钺

五位园林工人捐赠文物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叶晶 陆
英）优质的文化创意产品总是能让人眼前
一亮，充满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文化创意产
业更是让生活精彩加倍。如果你正在经营
着与文化创意相关的产业，并且想要获得
更好的发展，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
记者从区文创办了解到，2018年度富阳区
文化创意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即日起开始申
报了。

申报范围为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包括
九大类别项目，分别为文化艺术类，设计服
务类，影视传媒类，信息服务类，咨询策划
类，时尚消费类，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
化产品生产类，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
产品销售类，教育类。

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省、市、区的相
关产业政策，能提升富阳文化创意产业水
平，引领富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具有一
定的发展前景。且申报项目必须为已经实
施，且项目前期投入达到项目总预算的
30%以上。申报项目的单位必须满足自
2017年1月1日起至今未有因违规违法经
营而遭受处罚的记录。此外，若项目申报
单位存在历年未验收的文创项目，则不能

参加本次申报。
本次项目申报需要经过“网络申报”

和“纸质材料报送”两项程序。符合申报
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杭州市富阳区产业
发 展 扶 持 信 息 平 台（ 网 址 ：http://
60.191.45.211:81）提出申请，按照具体步骤
进行操作，完成网络申报。网络申报完成
后，要从申报网站上打印纸质资料，并经
所在乡镇（街道）或开发区进行预审后方
可提交至区文创办产业发展科。要注意
的是，对已接受其他区财政性资金扶持的
项目将不重复进行扶持。详细申报事宜
也可以登录“杭州市富阳区产业发展扶持
信息平台”网站查询。

申报结束后，区文创办将组织相关职
能部门对申报项目和申报单位进行审核，
通过组织专家评审、实地考察，经由区文创
领导小组确定、媒体公示，并报区政府批准
后，由区文创办、区财政局联合下文确定最
终扶持项目。

项目单位申报截至8月31日，逾期不
予受理。区文创办地址：区政府6号楼5楼
517 室，咨询电话 23251163 ；咨询 QQ 群
126320158；电子邮箱：fywhcy@126.com。

文化创意专项资金
扶持项目开始申报

在今年 6 月省政府发布的“之江文化
产业带”建设规划中，富阳区被纳入该产业
带的富春发展极。富春发展极规划以杭新
景高速以西，杭州第二绕城以东富阳区域
范围内为核心空间，主打“富春山居”文化
品牌，突出黄公望“隐逸”文化和中国山水

画艺术圣地两大主题，重点发展演艺娱乐、
影视创作、文化旅游和文化金融等产业。
着力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特色文化休闲旅
游目的地和与世界名城相适应的人文发展
新地标。

富阳成为“之江文化产业带”重要一级相关新闻

“富春山居”百园花果大赛葡萄争冠赛开幕

“金葡萄王”花落谁家
结果将在本周末的东洲葡萄节上揭晓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丁永君）
8月9日，2018“富春山居”百园花果大赛葡
萄争冠赛在区农林局举行，16家单位参加
比赛，参赛品种有巨峰、醉金香、红提、夏黑
等，主要来自东洲街道，它们将角逐“金葡
萄王”的称号。

上午 9 时，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
正在有条不紊地为大赛作准备，大厅中央
由10多张桌子围成一个长方形，桌子上放
了16盘颗粒饱满、色彩鲜艳的葡萄。为方
便评委打分，每一盘葡萄旁边都标有序
号。此次葡萄争冠赛邀请了来自省农业
厅、省农科院等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按照评
比要求分别对果穗、果粒、色泽、可溶性固
形物（含糖度）、肉质、风味等品质指标，结
合产业水平，对参评样品逐一打分。

杭州富阳江滨葡萄专业合作社的陆寿
春早早就把样品送到比赛现场，他拿着葡萄
对记者说：“这个葡萄品种叫醉金香，是所有
葡萄品种里面糖度比较高的，因为是第二年
挂果，是葡萄品质最优的时候，市场可以卖
10元左右一斤。”

杭州富阳兰珍家庭农场的陆丁法也给
记者展示了他的参赛产品：“这个品种叫红
提，它的产量很高，不过这个葡萄口感略偏
淡一点，比较适合老人、小孩食用。”

据了解，富阳大规模种植葡萄已有32
年历史，截至目前，全区葡萄种植面积4690

亩，年产量有 5477 吨，葡萄综合产值近亿
元。多年来，富阳葡萄曾获得过省葡萄评
比十大金奖，省精品水果（果蔬）展销会金
奖、银奖等荣誉。

近年来，区农林局通过引进新品种，推
广设施栽培、高产优质栽培配套技术，以及

“富春山居”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的建设，
不仅提高了富阳主要水果的知名度，提升
富阳特色水果的市场竞争力，还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区农林局经作站有关负责人
说：“举办此次大赛主要是让果农通过交流
沟通提高种植技术，提高质量，改进种植方
式，以达到增收致富的效果。今天的比赛
将产生金葡萄王1个，银葡萄2个，葡萄王
入围奖 3 个，比赛结果会在本周末的东洲
葡萄节上揭晓。”

比赛现场

双展合并品质精
这是19楼的两大展会首次联合开幕，

可以一次性满足杭州及周边市民结婚、装
修两大需求。

婚博会的展商涵盖婚纱摄影、婚纱西
服、婚宴、婚庆、黄金珠宝、婚车租赁、喜糖
喜酒蜜月游等行业。

家博会的展商则包括了装修设计、卫
浴瓷砖、地板地暖、衣柜门窗、厨具厨电、家
具床垫、空调电器、吊灯等行业。

超值福利享不停
婚纱租赁套餐价格低至2000元；克拉

级美钻售价仅为商场售价的一半；黄金能
享每克直减30-50元的优惠；全球旅拍最
低只要3888；费列罗最低每颗仅售2.24元
……

卫浴知名马桶399元起；厨房烟机灶套
装2999元起；实木地板339平/元起品牌沙发
低至2.8折，老板、西门子、顾家家居、索菲亚、
金牌、大金、日立、TATA、科勒、TOTO等大
牌家居全场百款商品全部特价。

专业管家帮策划
本次组委会特别提供了“管家”式服

务。管家们可以为消费者定制一份整体的
消费方案，帮助消费者做好消费规划，还可以
帮助消费者争取到更多福利和优惠。

双重好礼再升级
除了这些商家提供的优惠承诺外，两展的

组委会还将为所有来逛展的消费者提供双重
大礼：

代金券：
价值万元的结婚、装修代金券免费送。
见面礼：
8000台无叶落地静音塔扇，送新人。
1.9 元秒杀 19 楼特供地漏，19 元鸿雁

五孔插座套装（8只），送提前参与抢购逛展
装修业主。

下单礼：
婚博会现场下单，最高送 4999 元豪

礼+2600 元现金！奖品包括：iPhone X 、
iPad、裸钻、扫地机器人、九阳料理机、平衡
车等。

家博会现场下单，可凭订单换取电风
扇、50-200元超市卡、智能马桶、扫地机器
人等礼品。现场家装订单用户还能享受
2000 元装修基金和 1800 元第三方全程免
费监理券。

（奖品请以现场实物为准）

展会信息
时间：2018年8月11日-12日
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咨询热线：4001-019-619（婚博）400-

672-9919（家博）
免费接驳：地铁 1 号线江陵路站 A 出

口，2号线盈丰路站A出口

19楼婚博会、家博会明天开幕
娶新娘、装新家，可前往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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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罗鑫）
天气炎热，游泳、漂流、水上乐园等水上项
目备受市民青睐，对于时时刻刻机不离手
的年轻人而言，手机防水套成了必备之
物。然而，手机防水套真的都防水吗？消
费者陈女士就因为买了个“三无”手机防
水套，导致手机在水里“洗了个澡”。

近日，龙羊市场监管所接到消费者
举报称，在该所辖区内的某处漂流时，购
买了“三无”手机防水套，险些报废了自
己的手机。执法人员在收到举报后，第
一时间赶赴现场，发现该商店在销售的
手机防水套竟是没有厂家、地址、生产日
期的“三无”产品。

陈女士说，她住在杭州，经朋友介绍

知道龙羊地区有一处天然漂流场。为在
炎炎夏日里寻找自然的清凉，周末便与
家人朋友一起来这里的漂流体验一下。

“我的工作比较特殊，随时可能会接
到客户电话，但是漂流又容易让手机进
水。”陈女士回忆，当时她听到景区内的
商店在叫卖手机防水套，她立即就掏了
10块钱，买了一个手机防水套，这才放心
地去漂流了。

没想到，刚刚购买的手机防水套竟
然经不起一点“风浪”，还没等漂流玩水
结束，陈女士的手机竟然已经“洗了个
澡”，这下可急坏了陈女士，手机损坏是
小，丢失了手机里的客户信息或是未接
到客户电话，那事情就大了。

经龙羊市场监管所调解，陈女士表
示幸好手机未损坏，对商家销售给她“三
无”手机防水套行为不再追究。

据调查，该商店自今年 7 月底开始
销售这种“三无”手机防水套，共进货100
只，进价1.55元/只，销售价7元/只到10
元/只不等。截至查获之日，库存47只，
已销售53只，获利约300元。龙羊监管
所现已对商家销售的“三无”手机防水套
进行了扣押，进行立案处理。

龙羊市场监管所提醒广大消费者：
发现有销售此类“三无”手机防水套的，
可以向当地市场监管所反映，或直接拨
打63312345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市场
监管部门将及时进行处理。

莫让“三无”防水套伤害你的手机
发现此类商家可拨打63312345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