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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19年3月14日16时发布

双休日春意渐浓

下周最高气温或“奔三”

气温：10—17℃

后天 多云，夜里转阴有小雨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告别了一场
短暂的春雨，富阳又进入春光明媚的模
式。明后两天是今年春季的第一个双
休日，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安排春游等
活动，感受初春风光。等到下周，富阳
将迅速升温，最高气温可能奔着 30℃
而去。

根据区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测，今
天到3月20日（下周三），富阳天气晴雨
相间，其中，17日（本周日）夜里到18日
上午有一次小雨过程，其余时间都是以
晴或多云为主的好天气，很适合换季洗
晒和户外运动。

气温方面，今天起，升温的“小火
车”再次发动，最高将升至 20℃以上，
周末出游时，大家可以穿上美美的春
装，并注意及时增减衣服。本周日白
天，天空云量增加，气温将会略有下降，
最高 17—18℃。下周一体感凉意稍
浓，但19 日开始，暖湿气流快速增强，
升温速度将犹如坐火箭，预计 20 日当
天的最高气温有望达到28—30℃。

刚刚入春，气温就呈现“奔三”的趋
势，这其实意味着存在天气不稳定因
素。据目前预测，3月20日夜里将有北

方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后，会
带来一场比较“猛烈”的降雨过程，很可
能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届时
今年的第一声春雷就将打响。

正所谓“春雷响，万物长”，眼下正
是万物复苏的时节。跟动物一样，人的
身体也渐渐“苏醒”过来，从养生角度
说，这个时节应多以梨、豆腐、蜂蜜、蔬
菜等清淡的食物为主，尽可能多出去走
走，舒展一下筋骨。同时，做好生活起
居安排，应对“春困”带来的影响。

春日蓝天下的富春江南线绿道（天气拍客 缘分天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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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本报启动寻“花”行动
邀你提供赏花地线索，第一季将走近野樱花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待到山花烂漫
时，她在丛中笑。”花季到了，踏青赏花正
当时，春天最应景的事情自然就是赏山、
赏水、赏花海！那么在富阳，春天有哪些
花儿呢？赏花有哪些好去处，我们想帮大
家捋一捋。

“无线富阳”APP 将推出《她在丛中
笑》新闻专题，野樱花、梨花、桃花、映山
红、油菜花、紫藤花、油麻藤上的禾雀花

……记者将一个个实地体验，形成图、文、
影（动态）兼具的“赏花报告”，去哪儿赏
花、怎么赏花，这些关于花期、路线、周边
游玩地和吃住等方面的信息将一并奉上。

从往年经验来看，这段时间正是野樱
花盛开的时节，所以第一季我们将寻找野
樱花。万市浮云岭的野樱花早在几年前
就是“网红”了，声名在外；湖源乡石龙村
漫山遍野的野樱花可谓气势不凡……接

下来，记者将去富阳各地“探花”，帮大家
搜集最新鲜的赏花资讯。

在此，本报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征集
令，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赏花地，大家还
知道富阳哪些地方适合赏花呢？欢迎给
我们提供赏花信息，有线索可发送至邮箱
luxfei@163.com，邮件中请写明该地点有
什么花、适合赏花的时间和具体地址，并
注明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球拍名镇·竹廉上官”2019上官竹文化节系列报道

明天上官有场山乡兰花大会
记得带上相机，还能参加摄影大赛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周云）明
天上午来上官，参加“兰惠同心·香约上
官”第二届山乡兰花大会，欣赏兰花的奇
艳，感受其芬芳。来时别忘了带上相机，
你还能记录上官的一切美好事物，参加

“球拍名镇·竹廉上官”上官乡首届摄影大
赛，说不定还能获大奖。

据了解，第二届山乡兰花大会将在上
官乡剡溪文化礼堂举行，展期7天，这也是
接下来的上官乡竹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此次展出的兰花，绝大部分都是当地
村民自家种植的，也有来自富阳区兰花协
会、临安的杭州春禾花卉科技有限公司的
高手们带来的精品兰花。活动现场还设
有兰花售卖区。此外，还有越剧演唱《兰
花吟》、“十佳兰庭”“十佳兰花”颁奖、“我
与兰花的故事”征文颁奖等活动。

即日起，“球拍名镇·竹廉上官”摄影
大赛正式启动，征稿截至今年8月30日。

参赛者可拍摄的内容包括上官乡范
围内的社会生活、自然风光、人文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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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上官乡发生的翻天覆地
的变化，比如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球拍
名镇打造、文明创建、美丽乡村、美丽城
镇、美丽经济、最美庭院、五水共治、三改
一拆等等。摄影作品必须具有一定的思
想性、人文性、艺术性、观赏性，以往获奖
作品除外。

参赛作品数量不限，单幅、组照（6 幅
以内）不限。投稿作品拍摄必须以专业相
机为主，可适当调整，不能改变原貌，仅限
于裁剪、亮度和色彩调整，不接受电脑特
技，不允许任何涉及内容的更改。

参赛者请在征稿时间内，将作品发送
至摄影大赛专用邮箱 35438390@qq.com
（不接受QQ直接传送），每幅作品必须附

上作品名称、拍摄地点、时间以及作者个
人信息（姓名、地址、电话），原则上每幅参
赛作品像素不低于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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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作品必须为署名作者原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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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项设置：一等奖3名，各1000元；二
等奖5名，各500元；三等奖8名，各300元；
优秀奖10名，各2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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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结束后，大赛组委会将邀请省市
区知名摄影家、专家组成评委会，对参赛
作品进行集中评选，产生所有奖项。

弟弟酒驾肇事 哥哥“两肋插刀”
兄弟情义用错地方，结果双双被行政拘留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俞镇涛）
好兄弟，重情义，遇到麻烦，两肋插刀。
不过，家住大源的黄某春和黄某海兄弟
俩，却把这份情义用错了地方，结果双双
被行政拘留。

3月8日晚，交警大源中队民警陆杭
奇处理完一起事故返回春江时，发现富
阳大桥桥面又有一起小车撞护栏的单方
事故，护栏设施损坏严重，发生事故的白
色小轿车车头部分也面目全非。车上两
名乘客说，司机打车回大源家中拿驾驶
证去了，事故发生后还没有报警。

民警觉得可疑，当即让两人打电话
给司机，让其马上返回现场。不一会儿，
司机黄某海来到现场，承认是其肇事，并

出示了驾驶证。陆杭奇一看，便断定黄
某海并非肇事司机，从富阳大桥打车到
大源家中，往返只花了十几分钟，这是绝
对不可能的。于是他当即将三人传唤至
大源交警中队作进一步调查。

通过调取现场和沿途监控，民警发
现，黄某海从富阳大桥回大源拿驾驶证
再返回现场，只用了不到10分钟。面对
民警质疑，黄某海说是让朋友送来现场
的，让其联系送证的朋友，黄某海又支支
吾吾闪烁其词。随后，民警又通过监控
画面发现，肇事司机和黄某海所穿的衣
服不同，但模样相像，一番追问后，黄某
海才承认，他有个弟弟叫黄某春，民警随
即将正在大源家中的黄某春传唤至交警

中队。
面对各种证据，哥哥黄某海坚决不

承认为弟弟黄某春顶包的事实，一口咬
定他就是本次事故的肇事司机。但是另
一间审讯室里，黄某春在民警的连番询
问下，对当晚酒后驾车肇事后，让与他相
貌相似的哥哥顶包的事实供认不讳。黄
某春说，由于自己喝过酒，且事故损失较
大，怕被公安机关处理，这才想到让哥哥
来顶包，逃避处罚和获得保险赔偿。

目前，弟弟黄某春因酒后交通肇事
逃逸，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10 日，
记 24 分，罚款 4000 元，暂扣 6 个月驾驶
证。而哥哥黄某海因提供虚假证言被公
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9日及罚款200元。

城事

网点名称

建设银行富阳支行营业部

建设银行富阳田园路支行

建设银行富阳城北支行

建设银行富阳新登支行

建设银行富阳银湖支行

建设银行富阳江南支行

发行数量

网上预约

9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现场预约

1000

网点地址

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10号

富春街道桂花西路149号

富春街道春秋北路339号

新登镇新兴路17号

银湖街道高桥东路31号

春江街道大桥南路民主村
新汽车南站北侧一楼

富阳区兑换网点及数量分配表（单位：枚）

第二批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发行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陈志
言）错过第一批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纪念币的市民注意，记者从人民银行富
阳支行获悉，明日起，市民可前往建行
相关网点或在官网登记预约。

据了解，双色铜合金纪念币正面
图案为国徽，国徽上方刊“中华人民共
和国”字样，下方刊“2018”字样，左右
两侧为果实图案。背面主景图案为阿
拉伯数字“40”，背景图案为牡丹花、飘
带和礼花。主景图案上方刊“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字样，右下方刊面额

“10元”字样。
富阳区改革开放币发行数量总共

30000 枚，采取网上预约或现场预约，
网点兑换方式发行，每人兑换上限为
20 枚。3 月 15 日至 17 日，市民可登陆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官 方 网 站（www.ccb.
com）按步骤完成预约，成功提交的视

为预约成功,也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富
阳支行营业部现场办理预约。

5 月 23 日至 5 月 26 日为预约兑换
期。已成功预约的市民，可在约定日期
内，凭有效期内的个人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原件至预约登记的中国建设银行富
阳支行所属网点办理兑换。

纪念币背面图案

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启动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钟利

文）日前，区科技局联合区农业农村局、
区科协、区卫健局等二十余家单位，赴
渔山乡、灵桥镇现场设摊，为广大村民
送去科技咨询、文化服务、医疗服务
等。这也标志着2019年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是服务基

层、服务“三农”的重要惠民活动。作为
一项已经开展多年的活动，“三下乡”不
仅仅将一道道科技文化大餐送下去，更

是旨在把“送”和“建”结合起来，在往下
送的过程中，着眼提升村民的科技文化
素养，增强农村经济文化的造血功能，
从而助推“三美”新农村建设，为乡村振
兴战略提供动力。

当天的活动吸引了两地近 600 人
参加，村民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不
仅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直接咨询、解决
不少问题，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政府的关
怀，“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

区司法局开展未成年
社区服刑人员心理矫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葛陈琳 见习记者
倪慈丹）为进一步做好未成年社区服刑
人员教育矫治工作，近日，区司法局在
区社区矫正中心开展未成年社区服刑
人员心理矫治工作。杭州民生公益服
务中心指派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对
3名新入矫的未成年进行面对面、一对
一的心理辅导。

本次心理辅导的目的在于了解未
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及

社会认知能力。随后，心理咨询师就心
理辅导情况分别给予书面反馈，并提出
针对性矫治意见，帮助司法所改进监管
教育措施，促进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健
康、安全、稳定地度过社区矫正期限。

自 2017 年起，区司法局一直致力
于开展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通过向
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区服刑
人员开展专业性强、成效显著的心理矫
治工作。

新型农机具让农户看得心痒
今年重点推广带侧深施肥装置的插秧机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赵力

勤）“这是我们今年最新款的洋马插秧
机，它带有侧深施肥装置，使用它能节
省 15%的基肥，后期还能减少一次追
肥，大大降低成本和人力的使用，产量
比传统机插提高10%甚至更高……”昨
日，在金土地农庄举行的富阳区新型农
机具展示现场会上，十余台（套）农机具
整齐排列，厂商代表正在现场讲解最新
款的插秧机，来自各个乡镇（街道）的种
粮大户、农机大户七十余人争相观看各
种新型农机。

展示会现场，种粮大户们一边询问
机械性能、马力、价格等问题，一边从里
到外仔细观看机械部分，甚至不少农户
直接和经销商达成初步购机意向。来
自场口的种粮大户孙燕峰对新型插秧
机颇感兴趣，他说：“现在都在讲机器换
人，这样的现场会可以让我们了解最新
款农机，这对我们种粮大户帮助还是很
大的。”

除了插秧机外，现场还有收割机、
拖拉机、带侧深施肥插秧机等多种新机
具。对于每一种机械，技术人员都详细
介绍了其技术特点，并由农机手进行现

场作业演示。
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机推广站副站

长章飞杰说：“结合春耕备耕工作，我们
农林局农机首席专家团队组织这次活
动，主要是想把一些先进实用、新型环
保的农业机械推广到农户手里。去年，
农机首席专家团队在全区 4 个试验点
共450亩试验示范田上实验一年，发现
带侧深施肥装置的插秧机可增产8%左
右，总共节本增效益近 200 元/亩。今
年，农机首席专家团队将重点推广这种
带侧深施肥装置的插秧机。此外，为了
方便农户‘最多跑一次’，今年农户可以
用手机APP，自主申请购机补贴，大大
方便了老百姓。”

展示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