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UYANG DAILY

资讯 9
2018年12月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 臧一平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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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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5日16时发布

今日天气 阴有中到大雨
气温：9—12℃
平均相对湿度90%

气温：3—6℃

后天 阴有雨明天 阴有小雨
气温：4—9℃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冷空气接
连不断，终于为我们“叩”开了冬天的
大门。区气象台宣布，从今天开始，
富阳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冬季。富阳
常年平均入冬时间为12月5日，可以
说，今年的冬季来得很“准时”。

先来看一份天气版“年终总结”：
2018 年，3 月 11 日入春，5 月 12 日入
夏，10月2日入秋，12月6日入冬。这
一年，我们吹过62天的春风、晒过143
天的夏日、看了65天的秋叶，剩下的
是彼此温暖的寒冬。

这个冬季的第一轮强冷空气即
将“到位”。区气象台预测，今天起，
富阳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降温和北
风增大过程，日平均气温的过程降温

幅度可达8℃至10℃，7—9日最低气
温 1℃至 3℃，山区 0℃至-2℃，同时
伴有5—7级偏北大风。

这场强冷空气会不会给富阳带
来今冬初雪？

“@中国天气”说，受次轮寒潮影
响，全国27个省市区的气温都将达到
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值，其中，
7—8 日，浙江、安徽、江苏、湖北有可
能出现今冬初雪。中国气象频道则
分析认为，湖北、安徽中南部、江苏南
部、浙江北部、上海西部、湖南北部等
地都有望出现降雪，其中，8日杭州出
现降雪的机会不小。

浙江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明天
起浙西北山区雨转雨夹雪或雪，明天

夜里到后天浙北部分地区也将有雨
夹雪，局部山区有道路结冰，对交通、
农业等有不利影响。杭州市气象台
也发出提醒，7—9日，临安、余杭等北
部县市的部分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出
现，将对交通出行和日常生活带来一
定影响，须注意防范。

事实上，降雪的天气条件很苛
刻，温度和水汽一样都不能少。而从
往年的规律来看，12 月初富阳刚刚
进入冬季，通常山区率先迎来初雪的
概率会比较大，平原地区的降水形式
则以雨为主，一般到了隆冬季节，出
现大范围雨雪天气的可能性就会增
大。

接下来，不管雪来不来，御寒防

冻是必须要做的。气象部门提醒农
业生产者，本周后期早晨气温低，会
有霜冻，蔬菜、草莓等大棚作物、禽畜
养殖及水产养殖务必做好相应的保
暖措施。

富阳“准时”入冬
强冷空气会不会带来初雪？

因两山两桥及沿江夜景灯光工程一期（鹳山、鹿山、富阳大桥、富春江第一大桥）施工需要，富阳大
桥机动车道、富春江第一大桥非机动车道将分两个阶段进行全封闭施工。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
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施工期间调整
相关交通组织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关于调整富阳大桥、富春江第一大桥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富春江第一大桥第一阶段
自2018年12月8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隔离桥梁西侧非机动车道宽1.6m、长3m作为施工

区域，剩余1.6m非机动车道供非机动车通行，机动车正常通行。

交通组织平面示意图

富春江第一大桥第二阶段
自2018年12月30日起，至2019年1月20日止：隔离桥梁东侧非机动车道宽1.6m、长3m作为施工

区域，剩余1.6m非机动车道供非机动车通行，机动车正常通行。

富阳大桥第一阶段
自2018年12月8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大桥南侧机动车道及富阳大桥南侧人行道将全封

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北侧行车道改为双向通行，非机动车正常通行。

富阳大桥第二阶段
自2018年12月30日起，至2019年1月20日止：大桥北侧机动车道及富阳大桥北侧人行道将全封

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南侧行车道改为双向通行，非机动车正常通行。

交通组织平面示意图

交通组织平面示意图

交通组织平面示意图

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交通方式，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遵守相关交通标志、标线规定，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12月5日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臧华
军）为发挥邮乐购平台的慈善服务功
能，富阳 24 家“邮乐购超市、便利店成
为“邮善邮乐”慈善超市。

据了解，“邮善邮乐”慈善超市项
目由区民政局、区农办、区邮政公司、
区慈善总会联合执行，以乡镇、街道为
单位，每个乡镇、街道择优选择一家功
能配套齐全、线上线下服务完善的邮
乐购农村电商服务站点为“邮善邮乐”

服务网点，并最终确定了 24 家符合条
件的网点，发放了“邮善邮乐”慈善超
市铭牌。

“邮善邮乐”慈善超市，与富阳实际
相结合，设立了“邮善邮乐”支持捐赠物
品义卖、支持困难户网上购物、支持农
户农产品网上代销、支持邮乐购网购平
台网上批发等四项功能。

其中，支持捐赠物品义卖是指，当
地居民可以就近将物品捐赠到邮乐购

农村电商服务站点进行义卖，而义卖所
得，可以返还有困难的义卖个人，也可
以将所得按备案要求捐赠给当地慈善
分会或是定向慈善扶持。

支持困难户网上购物是指，由区民
政局提供全区持证低保、低边家庭名单，
区邮政公司负责定期将名单导入到邮乐
购网购平台，邮乐购农村电商服务站点
负责做好困难户网上购物情况记录。

支持农户农产品网上代销是指，经

当地乡镇、街道推荐后，区邮政公司负
责将辖区农产品投入邮乐购网购平台，
建立农产品线上营销体系。邮乐购农
村电商服务站点根据当地农产品网上
供销情况做好记录。

支持邮乐购网购平台网上批发是
指，支持当地超市、商店、日杂店、批发
部等通过邮乐购网购平台进行线上批
发供货，邮乐购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做好
批发供销情况记录。

富阳24家“慈善超市”网点公布

网点名称

马山店

逸敏商店

大盛村乐购点

大章村乐购点

世纪联华超市

民主悦来超市

外沙村乐购点

民强村乐购点

渔山华辰超市

湖源联华商超

横搓电商服务站

四堡超市

乡镇街道

场口镇

环山乡

上官乡

常绿镇

大源镇

春江街道

灵桥镇

里山镇

渔山乡

湖源乡

常安镇

龙门镇

负责人

盛明琴

裘一明

陈海华

章建毅

苏静

李叶丰

潘祥伟

潘雪平

夏少明

陈小英

何永兰

李华

联系电话

15057186287

13616531308

13805766298

13738012507

13185051707

13732239994

18072762786

15888856936

18072732696

13093725881

13777384578

15267015042

地址

场口镇马山周家村

环山乡环二村

上官乡盛村

常绿镇大章村

大源亭山东路199号

春江街道民主村

灵桥镇外沙村

里山镇里山村

渔山黎明村

湖源新一村

常安镇横搓村

上官乡四堡村

各乡镇、街道“邮善邮乐”服务网点名单新闻附件

网点名称

玲涛副食品店

马弓村乐购点

新浦烟酒副食品店

佛鲁村乐购点

闲云便利店

丙泉超市

明华超市

华晨咸康加盟店

华晨红旗加盟店

泓宇商店

聚源超市

八方商店

乡镇街道

永昌镇

新登镇

渌渚镇

胥口镇

新桐乡

鹿山街道

富春街道

春建乡

东洲街道

银湖街道

洞桥镇

万市镇

负责人

何文娟

黄来琴

汤爱松

杨国平

董三春

孙丙泉

杨卫民

江德森

张玉梅

陶宝凤

于瑞洪

沈八方

联系电话

13968188302

13758173858

63291110

13867427320

15858164225

13868165465

63473590

13567130600

18357030495

13858155168

13372515351

63262276

地址

永昌镇永昌村

新登镇湘主村

渌渚镇新浦村

胥口镇佛鲁村

新桐江州村童赵103号

鹿山街道谢家溪村

富春街道杨清庙村

春建乡咸康村

东洲街道红旗村

银湖街道红波路110号

洞桥镇洞桥街

万市镇万市街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申屠宇婕）近
日,区市场监管局银湖所开展“网络广告违法行
为”专项整治活动, 重点整治社会关注度高、群
众反映强烈的虚假宣传的违法广告。

银湖所执法人员前往所在辖区的电商聚集
地进行突击检查，经现场核查发现有6家企业
有不同程度的涉嫌虚假宣传的行为。其中某公
司的天猫店铺和阿里巴巴店铺上的“烘鞋器”和

“热养毯”，商品详情展示广告页中发现有“抑菌
除臭”“释放与人体波长一致的FIR代谢波，促
进人体新陈代谢，身体垃圾的排出，让你精神畅
旺元气十足”等，企业当事人无法当场提供相关
证明依据的夸大性功能描述。另有标注为专利
产品却无法提供相关凭证的企业。对上述涉嫌
虚假宣传的企业，银湖所将作进一步的调查处
置。

虚假广告的存在，不但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也会扰乱市场秩序。为此，厂家自身应做好产
品生产、严保产品质量、自觉遵守市场秩序，监
管部门也将加大涉嫌虚假宣传的查处力度，使
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切实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为消费者营造一个更加健康安全的
网络消费环境。

企业对产品夸大性功能描述

涉嫌虚假宣传被查处

本报讯（通讯员 邵华君 记者 张柳静）今年
10月以来，灵桥派出所接连接到辖区建筑工地
人员报警，称工地内的钢筋、电缆线等建材物品
接连被盗，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

接报后，灵桥派出所立即组织民警展开调
查。但由于案发时间大多在凌晨，无目击人员，
周围因工程施工也无监控。这给侦破案件增加
了难度。民警根据案发地点、案发时间等规律，
多次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蹲守。经过半个月的摸
排走访，终于发现了几名可疑的拾荒人员，他们
一般凌晨两点至五点在工地附近转悠。

11 月 4 日凌晨 5 时许，接到相关线索举报
后，灵桥派出所民警迅速带领队员前往。在位
于春永线公路某路口将其成功拦截，并在“拾荒
者”驾驶的三轮摩托车上当场查获大量钢筋。

“你们抓我干嘛，我只是捡垃圾的，我没有
偷东西。”“拾荒者”曹某看到民警后百般抵赖。

凌晨4时拾荒，而且在封闭的工地，捡拾的
还是成条崭新的钢筋，显然这是不成立的。

在办案区，民警对拾荒者曹某进行询问。
在确凿的证据下，犯罪嫌疑人曹某对盗窃工地
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承认自己于2018年
11月4日凌晨4时左右，驾驶一辆三轮摩托车前
往渔山乡春永公路边上的工地。一开始，自己
只是想捡点砖渣，但后来因为看到工地上堆放
了很多钢筋，心想这可以卖不少钱。于是“鬼迷
心窍”，盗窃了300余斤钢筋。

目前，犯罪嫌疑人曹某已依法被公安机关
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拾荒者”运走工地300多斤钢筋

偷钢筋当废品卖终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