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晴了几天，忍不了爱车一身泥的小伙伴，已赶去

洗车，或正在洗车的路上。

且慢且慢！今天下午杭州大雨将至。

今天上午，杭州看似多云，一到中午将立马转“阴”脸，随即

滴滴答答落雨。别指望雨立刻停。它一直要下到明天，明天还

是中雨。所以今天出门，没下雨，也要带把伞。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6 摄氏度，最低气温 3 摄氏度，平均相

对湿度85%，有点湿冷。

直到1月17日天气才会转好。1月17~19日天气都不错，

适合进行节前大扫除。

受一股弱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北方污染物随着北风入侵，昨

天杭州市区空气污染加重，早晨前后，空气质量出现中度污染。

这是一场及时雨，将一扫这几天的阴霾，随着雨水光临，空

气质量会明显好转。

昨天下午，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教授级高工洪盛茂，为

大家解疑释惑这次霾。他说，从 1 月 12 日晚上 8 点开始，杭州

的北面地区就出现了中度污染，有些地方甚至是重度污染。污

染带的输送中少不了大风助力，而当时刮的正好是北风，便将

污染送了过来。看一下杭州当天空气质量中 PM2.5 变化的

图，很明显，早上半天还是优，后来变成了良，晚上 8 点成了轻

度污染。“整个过程是非常典型的北方输送污染。”洪盛茂说。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办陈健松说，秋冬季的空气质量本

身比较差，一方面扩散条件不佳，另一方面是外来输入的影

响。最近他们检查了排气单位，巡查了在建工地，增加了道路

洒水频次等。

下周就要过年了，目前已知有两场冷空气。第一场在 16

日夜里到 17 日，属于弱冷空气；第二场在 18 日夜里到 19 日前

期，同样也是弱冷空气。全省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冷

空气虽然活动频繁，但是强度较弱，雨水多有打扰，气温总体平

稳。 本报记者 孙燕

节前大扫除 可以放在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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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据城市规划，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局决

定挂牌出让下列储备地块。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位置及规划指标概况：

二、本次挂牌出让土地竞买对象：凡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本次国有

建设用地挂牌出让活动，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

买。具体竞买申请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竞得者

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条件进行开发建设。

三、竞得人确定方式：本次挂牌出让宗地设定土地

上限价格：当溢价率达到30%时锁定限价，转入竞报自

持比例程序；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竞买人投报自持

面积比例为 100%时，转入投报配建养老服务用房的

程序。具体详见地块挂牌出让文件。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

//land.zjgtjy.cn/GTJY_ZJ/）进行。申请人可通过浙

江省国土资源厅网站进入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

系统。

五、本次挂牌报价时间：2020年2月3日10:00至

2020年2月13日10:00。

报名时间：2020 年 1 月 31 日 10:00 至 2020 年 2

月10日16:00。

六、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挂牌出让文

件》。《挂牌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以登录浙江

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七、现场咨询：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局

地产交易中心（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江连街 27 号

430室；咨询电话：63314358 63155588）。

八、申请人须按照挂牌须知要求办理数字证书，符

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

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富阳分局

杭州市富阳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月14日

地块
编号

富政储出
[2019]16号

地块坐落

富春街道劳
动路区块

出让面积
(m2)

67297

用途

二类居住兼容
商业商务用地

出让地上建筑面
积（m2）

181701.9

出让起价
（万元）

17399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4798

土地出让
年限

住宅70年，商业
商务40年

注：具体情况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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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六和塔敲钟，门票将发售

每年除夕，六和塔祈福一向是系列活动中的重头戏：趣味

游戏互动性强、乐舞表演精彩纷呈、祈福大典仪式感强、敲钟迎

新寓意吉祥。

今年除夕夜还将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在杭留学生，他

们会参与祈福活动，带来异域风情表演，还会跟大家一起包饺

子，感受中国老百姓过大年的热闹氛围。

除夕祈福游园会将于 1 月 24 日晚 8 点开始。西湖风景名

胜区钱江管理处说，定制版祈福门票发售 400 来张，这两天线

上线下同步发售。

●寻福宝抽大奖，新春游园会持续至元宵

即日起至正月十五（2 月 8 日）期间，大家只要在六和塔文

化公园与虎跑公园中，找到 6 个“六和福宝”形象立牌，并且与

它们合影，便可前往设置在公园中的兑换转盘进行抽奖，每拍

一张不同福宝形象的合照就有一次转盘机会。

礼品数百份，最高奖项为老凤祥对戒。此次六和祈福游园

会是历年来持续时间最久、活动内容最多样、奖品最丰富的一

次。

●正月初一至初三，虎跑有编钟专场演出

编钟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1978 年，曾侯乙墓出土

的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

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在虎跑公园的翠樾堂有一

套编钟，就是按照它原样复制的。

鼠年正月初一下午到初三，钱江管理处六和乐坊将首次在

虎跑公园翠樾堂推出新春编钟专场演奏会，为市民游客带来千

年金石乐音的听觉盛宴。在本次新春编钟专场演奏会中，市民

游客不仅能欣赏传承数百上千年的中国古曲音乐，还能感受编

钟与西洋音乐的交响辉映。

除夕夜六和塔敲钟
正月里虎跑内听钟
除夕夜六和塔敲钟
正月里虎跑内听钟

即日起，钱江晚报将为大家推出“春节服务”专栏，好

玩的好看的，有用的有趣的，都给大家收集在这里了。

第一季的消息，主打六和塔景区和虎跑景区的新春

活动。

扫一扫，看春

节 杭 州 各 种

生 活 服 务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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