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林筱青 记者 仲
芷菡）这些天，富阳最“热”的乡镇就
是常绿了。自8月3日“味道山乡·常
绿溪山行”暨“红绿篮”纳凉大会开幕
以来，这个“红绿篮古”四味兼具的山
乡小镇不断吸引四方来客前往纳凉
避暑，为这个夏天增添了几分别样的
精彩。

新劳动教育体验
8 月 4 日下午，“来常绿采绿”采

摘活动如期举行，常绿镇黄弹村的果
蔬乐园作为采摘基地，同时也是新劳
动教育实践体验基地，迎来了80多位
小朋友。

黄弹村果蔬乐园里种植了拇指
黄瓜、辣椒、茄子、玉米等各类农作
物，也有西瓜、甜瓜等水果。经过

“乐园小姐姐”的介绍，来体验的同
学们对采摘基地有了基础了解。乐
园的富硒农产品实验基地里种植的
瓜果蔬菜富含硒元素，特别是拇指
黄瓜，是一种新培育的农产品，皮
薄、肉嫩、清脆爽口，是夏天消暑的
必备良果。

孩子们摘辣椒、茄子、番茄、拇指
黄瓜、甜瓜……忙得不亦乐乎，有的
孩子还在介绍牌前仔细阅读瓜果蔬
菜的简介，有的则探出小脑袋留个
影，有的比拼谁摘得多，享受收获的
喜悦。

少儿文艺节目表演
8 月 4 日晚，大章村文化礼堂内

的“红色小看台”上举行了一场少儿
文艺节目表演，来自富阳全区各中
小学的小演员们为全场观众奉献了
一台精彩的演出，游客和村民反响
热烈。

“红色小看台”是“味道山乡·常
绿溪山行”暨“红绿篮”纳凉大会的系

列子活动，区教育局组织实验小学、
富春七小、郁达夫中学、富春中学等
10所学校的小演员们来到常绿，编排
了歌舞、越剧、演唱、相声等丰富多彩
的表演节目。

追寻红色路登山
8月4日，常绿镇北坞村庙外，一

支身着印有常绿 Logo 的红色衣服、
标有“追寻红色路”的队伍分外亮
眼，他们由区登山协会下属各分会
（支队）会员、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成员及有关企业代表等组成，共计
50 余人，一同参加此次常绿镇纳凉
大会子活动——“追寻红色路”。

一行人通过徒步穿越、登山探路
的形式，初探常绿境内多个红色景
点，如烈士蒋忠牺牲处、新四军被服
厂、当时的江南县政府所在地和蒋
忠烈士墓等。他们在实践中探讨

“如何把这几个景点通过徒步形式
串联成一线”，为常绿红色品牌规划
建设出谋划策。

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入村
8 月 6 日，杭州滑稽艺术剧院在

大章村文化礼堂内的“红色小看台”
上闪亮登场，为村民和游客献上了一
台精彩的文艺表演。

杭州滑稽艺术剧院是全国唯一
一家拥有 6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2 项
省级非遗项目和1项市级非遗项目的
市属国家级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国
家级表演艺术家金一戈、罗瀚的精彩
演出，点亮了常绿之夜。

今天是常绿“红绿篮”纳凉大会活
动的最后一天，晚上7点，大章村将举
行舞板龙活动。据悉，舞板龙象征着
百姓对一方水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的虔诚祈祷。

常绿纳凉大会活动结束倒计时
今晚相约去大章村看板龙舞

扫一扫看视频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今天是
七夕佳节，明天我们将迎来“立秋”
节气，周日还将进入三伏天中的

“末伏”，这都意味着天气形势将出
现转折。从最新预报来看，本周后
期受台风影响，富阳雨水增多、气
温下降，也就是说，过了七夕节，这
轮晴热高温天气就要收尾了。

目前西太平洋地区有两个台
风在活动，今年第 8 号台风“范斯
高”已于昨日凌晨登陆日本宫崎
市，对我国无影响，而今年第9号台
风“利奇马”已经加强为强热带风
暴，未来强度逐渐增加，最强可达
台 风 级 或 强 台 风 级（12—14 级 ，

35—45米/秒）。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台风

“利奇马”将于8日夜间到9日上午
登陆或擦过我国台湾省北部，然后
逐渐向东南沿海靠近，最大可能于
9日（周五）夜间到10日（周六）上午
在浙江中部到福建北部一带再次
登陆，不排除擦过东南沿海北上的
可能性。

具体来看，台风“利奇马”的环
流云系将和北方冷空气结合，影响
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
影响。其中，受台风外围环流影
响，明天起富阳将转为阵雨或雷雨
天气，气温开始回落；10—11日，也

就是周末两天，风雨影响可能较为
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
31—32℃。气象部门同时提醒，由
于台风目前距离较远，后期路径还
存在不确定性，请公众密切关注台
风动向。

“为啥台风喜欢趁着七夕扎堆
来？”网友们提出这个疑问，确实有
依据。根据中国气象局的统计，
1949—2015 年，有 8 个台风在七夕
这一天登陆我国，七夕遇台风的概
率是12%。就拿去年七夕来说，江
浙沪地区遭遇台风“四连击”，这在
历史同期是绝无仅有的。

另据统计，每年 8 月西北太平

洋平均有 5.7 个台风生成，为各月
之首。而生成台风数最多的月份
为1960年8月和1966年8月，各有
10个台风。所以，接下来出现双台
风甚至多台风的概率较高，防台警
铃须时刻高挂。

记者帮你问

问：实行婚姻登记全市通办与
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答：最大的区别在于杭州市民
可打破户籍限制，在市内任一区、
县（市）婚姻登记处办理内地居民
婚姻登记。例如：小王（男）户籍在
淳安县，小李（女）户籍在建德市，
现两人都在杭州市区工作。在全市
通办前，两人结婚必须到建德市婚
姻登记机关或淳安县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实行全市通办后，两人在杭
州市区婚姻登记机关就可办理结婚

登记。

问：持有杭州市居住证的当事
人，是否也符合全市通办？

答：根据《婚姻登记条例》规
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
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
地 的 婚 姻 登 记 机 关 办 理 结 婚 登
记。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男女双
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
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
婚登记。

居住证是在当地工作和居住的
证明，持杭州市居住证，只能证明当
事人在杭工作和居住，但其户口并
不在杭州，因此，如果男女双方户口
均不在杭州市，则不符合全市通办，
只能到一方户籍所在地去办理婚姻
登记。

问：在外省结婚登记，现户口迁
至杭州，是否可在杭州办离婚登记？

答：可以。自愿办理离婚的，男
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

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
婚登记。因此，当事人可到杭州任
一区、县（市）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
婚登记。

问：领“小红本”要带什么资料？

答：双方身份证原件、双方户口
本原件（若实际婚姻情况与户口本
记载不一致，还需带上相关证件，如
离婚证件或丧偶证明等）、两寸近期
免冠合影彩照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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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品种

92号汽油

95号汽油

0号柴油

原价（元/升）

6.75

7.18

6.39

现价（元/升）

6.69

7.11

6.33

降幅（元/升）

0.06

0.07

0.06

今起婚姻登记可“全市通办”
新人预约后周六也能在富阳领证了

今日
天气

晴到多云
气温：26—36℃
平均相对湿度65%

明天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27—33℃

空气质量指数

空气质量级别

空气质量描述

首要污染物

30—50

Ⅰ
优

无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8月7日）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19年8月6日16时发布

气温：25—33℃
后天 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七夕节晴好收尾

明日“立秋”风雨渐起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倪
华丽）今天是七夕节，婚姻登记处又
迎来一个“领证”高峰。有个好消息
传来：从今天开始，杭州市婚姻登记
实现“全市通办”了！而且接下来，新
人只要在网上预约过，周六也能在富
阳登记结婚了。

据了解，杭州婚姻登记全市通办
今日起试行。男女双方或一方为本
市户籍办理内地居民之间的结婚登

记、离婚登记或者补领婚姻登记证，
可在本市任一区、县（市）的婚姻登
记机关办理。撤销婚姻登记还是由
办理登记的区、县（市）婚姻登记机
关办理。

此外，以往当事人只能在周一到
周五工作日期间前往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婚姻登记，对于工作繁忙或由于
其他原因无法在工作日前往的上班
族来说很不方便。今日起，杭州市各

婚姻登记机关推行双休日值班制，各
区、县（市）婚姻登记机关将分区域在
周六或周日实行办理预约结婚登记
业务。

周六对外办理预约结婚登记的
窗口有上城区、西湖区、余杭区、富阳
区、临安区、桐庐县、建德市、杭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婚姻登记机关；周日对
外办理预约结婚登记的窗口有下城
区、拱墅区、滨江区、淳安县婚姻登记

机关。
富阳区婚姻登记处实施周六值

班制度，不过，周六只受理预约的结
婚登记。新人们可以通过关注“杭州
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预约。

办公窗口地址：区行政服务中心
B座3楼结婚登记处；具体办公时间：
8:30—11:30、13:00—16:30；咨 询 电
话：63123355。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国内油价迎来下调，92号汽
油最新价格为6.69元/升，95号汽油价格为7.11元/升，0
号柴油价格为6.33元/升，私家车出行成本降低，加满一
箱油将少花3元钱。

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自8月6日24点起，国内汽
油价格每吨下调80元，柴油价格每吨下调70元。

在本次油价下跌之前，今年共出现4次油价下跌，
除了6月的“二连跌”之外，其他2次分别为3月31日因
成品油增值税下降而下跌、5月13日下调油价75元/吨。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于8月20日24时开启。

油价今年第5次下调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杜乾）8月5日，区渔
政管理所接到群众举报，称在新桐乡东吴大桥附近有
人进行非法捕捞作业。接到举报后，区渔政管理所执
法人员赶往举报地点，现场查获作案人员2名，查获两
艘非法捕捞船，执法人员依法对非法捕捞行为进行了
现场处理。

据区渔政管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禁渔期结束后，
富春江的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
鱼种数量明显增多，富春江渔民的捕获量也较往年有了
大幅度提升，但这同时也刺激了极个别非法捕捞者采取

“铤而走险”的行为，抱着侥幸心理进行非法捕捞作业。
同时，该负责人强调，破坏富春江的生态环境就是

破坏美丽富阳的“绿水青山”，所以对于非法捕捞行为实
行“零容忍”。接下来，渔政管理部门将对富春江水域进
行常规化执法行为，进一步强化巡查力度，加大对违法
捕捞行为的打击和惩处力度，巩固和深化“五水共治”和

“禁渔期”工作成果，为实现拥江发展构筑起一道“江面
屏障”。

两艘非法捕捞船被查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俞镇涛）近日，电动车驾
驶员邵某在途经305省道横桐线交叉口时，闯黄灯通过
路口，结果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自卸货车发生碰撞，造成
邵某身上多处受伤。交警在仔细调查后认定，邵某负此
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当天下午 6 点 23 分左右，邵某骑着电动车从横桐
线行驶至 305 省道交叉口，此时前方的黄色信号灯即
将变红。他身边的一辆红色半挂车也已停车，正在等
待红灯，但他并不理会，违反信号灯继续向前左转弯进
入 305 省道。未等邵某完全通过路口，由西向东的信
号灯转绿，一辆绿色大货车正常驶来，结果在道口处，
货车后轮与电动车发生刮擦。所幸发生碰撞后，电动
车向左侧翻车，邵某摔倒在绿化带内，没有遭到碾压，
这才躲过一劫。

事后，事故中队民警通过现场勘察和查看事发路段
监控录像，认定大货车驾驶员通过路口时，没有仔细观
察路况，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而邵某驾驶非机动车违反
交通信号灯通行，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处以罚款20元
的处罚。

交通安全出行

电动车与大货车擦碰
车主侥幸捡回一条命

交强险过期仍侥幸上路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俞镇涛）近日，交警事故

中队民警在处置一起小轿车与面包车相撞的车损事故
时，查处了一起未按规定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交
通违法行为，当事人卢某被处以罚款1900元的处罚，并
被扣留车辆。

当天下午 5 点 57 分左右，值班民警接警后赶赴现
场，双方均没有受伤。勘查取证之后，民警对双方车辆
进行信息查询时，发现卢某驾驶的马自达牌小轿车交强
险终止日期为2019年7月26日。卢某说，他知道车辆
交强险已经过期，本来打算过了周末再去保险公司办理
相关业务，没想到发生了交通事故。民警问卢某，是否
知道交强险一旦过了有效期，在交强险失效期间发生的
事故损伤及其他赔偿都将由车主自己负担。卢某回答：

“知道的，我就是太侥幸了，真的要不得。”
民警提醒广大车主：一定要注意车辆第三者责任强

制保险的有效期，保险即将到期的，一定要及时续保。
否则，车主除了要自行承担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和赔偿
外，还会被交警处以扣留机动车，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
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二倍罚款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