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怡玥）

日子在什么时候过得最快？不
用想就知道是假期了。转眼的工
夫，端午小长假便与我们相约明
年。回想端午时，阳光微露的放晴
天，最终被疾风骤雨掩去，难免有些
失落。眼看端午后，雨点淅沥的雨
天，最终被灿烂阳光替代，又喜开笑
颜。如果将天气的变化，划分成简
单、正常、困难三种模式，那么，最近
这般晴雨的转换，怕已经达到困
难+模式了吧。

昨日是本周的开始，昨日也是
“梅雨”姑娘的“满月”日。出门庆祝
生日的她，缺席了早晨的见面会，不
仅让太阳抢占“C”位，也让气温随之
躁动了起来。上午12时，我县的主
城区气温已经突破了32℃的大关。

但令人向往迷恋的晴天，在梅
雨季里总是一瞬而过。因为受到低
涡东移、雨带南压的影响，“梅雨”姑
娘又要回来了。预计我县未来几
天，阵雨或雷雨依然是一周主旋律。

作为承上启下的今天，我县延
续了昨日早晨的多云态势，用阴到
多云，局部有阵雨的天气敲开了 7
月的大门。7 月上旬，我县还有两
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分别出现
在本周四到本周五（2—3日），下周

一到下周三（6—8日）。到了周末，
我县天况会稍稍转好，以多云、午后
雷阵雨的天气为主。

尽管雨水一直有，但本周的最
高气温仍在“3”字头之上，最低气
温也在 21~25℃左右波动。显然，
本期梅雨又要发动或湿或闷或热的
叠加攻击了。好不容易清凉的日
子，再一次变成“过去的回忆”。

如此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何
时才能摆脱呢？据县气象台资料显
示，我县常年平均出梅时间在7月7
日。但从目前来看，到下月初，我县

依然摆脱不了雨水的侵袭，更别提
出梅的消息了。所以，盼着出梅的
小伙伴们，就请再等等吧。

人们向来偏爱晴天丽日，花草
则更欢喜缠绵雨夜。夏雨落阶前，
点滴到天明的时候，栀子花就像一
记记白粉拳头，倏然张开。郁郁花
香融化在空气里，趁着人间万物不
备，飘向了树林，流入了水里，还钻
进了鼻子。深浅交织的栀子花香，
是夏天独有的味道，也是毕业季里
青春的味道。

“叮铃”的考试终止音响起，我

县的初中生郑重放下笔，完成了人
生的第一次大考。毕业的钟声也随
之敲响。回忆起中学时光，你肯定
也有过这样的时候：晨间，三下五除
二地吞下包子，冲进校门；午后，揉
一揉惺忪的睡眼，提笔刷题；傍晚，
徘徊于路边的小吃摊，困难选择。

但现在回身一望，彼时张扬的操
场趋于平静，盛满喜怒的教室空荡无
人，记录成长的小吃摊消失不见，心
绪顿然纷杂。离别，失落但不要怅
然，遗憾但不要悲观。因为青春不会
散场，相逢近在迟尺，未来更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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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贤飞
通讯员 汪世祥）

记者从县禁毒办获悉，安吉县
首届“最美禁毒人”正式出炉，安吉
晨光公益志愿者协会副会长潘明
敏等 10 人获得安吉县首届“最美
禁毒人”称号。

据悉，由县禁毒办主办的“最

美禁毒人”评选活动自6月初启动
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积
极响应，广大群众和相关单位积极
推荐社会各界从事禁毒工作的个
人和团体27个，近10万人次参与
投票。

通过深入发掘，一批在禁毒工
作上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的先进集体
与个人，最终被评为“最美禁毒人”。

梅雨已满月 雨水仍是主旋律
毕业季栀子花开 毕业生未来可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练聚宝
通讯员 陈博巍)

从7月1日起，电动车新规将
正式施行，对电动车登记制度、改
装限制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新规规定，市民在购买国标电
动车后，要上路行驶必须实行登记
制度，也就是上牌。电动自行车驾
驶人，应当在购车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需提交身份证明、购车发票、
车辆合法来源的凭证、以及整车出
厂的合格证明。

城关中队民警童炜炜介绍：现
在有少部分电动自行车销售者、维
修者会拆除或改变已登记电动自

行车限速装置，导致电动自行车最
高时速超过国家标准，这种情况一
旦被查，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此
外，驾驶改装、拼装、加装的电动自
行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收缴拼装车辆，责令恢
复限速装置、拆除加装或者改装的
装置，并处罚款。

另外，新规还明确规定电动自
行车驾驶人及搭载人都应当佩戴
安全头盔，如果搭载六周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应当在后座使用儿童座
椅。从7月1日起，驾驶人未按规
定佩戴头盔就会受到警告，或处以
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电动车新规
7月1日起全面施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波）

今年受疫情影响，上墅乡上墅
村低保户蔡显沈家中的兰花三七草
出现了滞销。就在蔡显沈一家着急
上火的时候，突然来了一群“热心
肠”，帮忙把苗木给销出去了。

当天中午12点多，本该是下班
吃饭休息的时间，上墅乡上墅村村
主任张国栋却带着几名村干部来到
了一处田间地头，分工合作，拔草、
整理苗木。“这块地是我们村一农户
的，他家条件十分困难，我们利用休
息时间来帮个忙，尽点绵薄之力。”
张国栋这样说道。

眼前的五亩地里种的全是兰花
三七草，是蔡显沈一家唯一的经济
来源。疫情期间，外地市场打不开，
兰花三七草就出现了滞销。再加上
蔡显沈本人因身体问题干不了重
活，儿子蔡西强也患有残疾，这对蔡

显沈一家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
五月初，上墅村负责民政工作

的周云琴上门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
况，第一时间向村里做了汇报，村委
班子立即开会讨论如何帮助蔡显沈
一家解决实际困难。

正巧，村里的长坑坞水库大坝
正在实施修复工程，需要一批绿化
苗木。于是村干部主动与蔡显沈对
接，向其购买了一部分苗木。之后，
在蔡显沈家人力不足的情况下，上
墅村村委班子成员集体出动去给蔡

显沈充当“劳力”，帮忙运输苗木。
“今天又去地里拔了 5000 株

兰花三七草，钱到时候一起算。村
里账目整理好了，就给你打到银行
卡上。”看到村干部大中午不休息，
还上门特意交代一番，蔡显沈的妻
子余美莲高兴之余，又有些过意不
去。她告诉记者，去年丈夫突然中
了风，自己便辞职在家服侍他。前
段时间，看着地里的兰花三七草卖
不出去，家中没了收入，加上野草疯
长，她急得晚上睡不着觉。

截至目前，村干部已经多次利
用中午休息时间，主动上门收取苗
木，运到大坝进行栽种。上墅村村
委委员蔡松鹤介绍，该绿化工程所
需的兰花三七草总价大概在两万多
元，也为这户困难家庭解决了燃眉
之急。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寻找新
的销售渠道，早日将蔡显沈家剩余
的三亩多地兰花三七草全部销掉。

农户苗木滞销 村干部来帮忙

全媒体记者 夏鹏飞 摄

我县首届“最美禁毒人”出炉
潘明敏等10人获此殊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贤飞
通讯员 王凌）

在端午节期间，一名 64 岁的
上海游客在报福镇石岭村游玩，
不慎摔落落差五六米的溪涧，导
致受伤。

6月25日傍晚，上海游客滕女
士在报福镇石岭村农家乐吃过晚
饭后，带着宠物狗出门散步。宠物
狗蹦蹦跳跳，一不小心从路边滑了

下去，怎么样也爬不上来。滕女士
救狗心切，不慎摔落溪涧，导致腿
脚受伤，动弹不得。

路过的群众及时帮忙报警。
报福派出所、孝丰消防综合应急救
援队以及 120 急救中心立即派人
赶赴现场。大家合力将滕女士抬
上便携式救援担架，救上岸后，由
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通过及时救治，目前滕女士已
无大碍。

游客摔落溪涧 警民紧急施救

广告

安吉优博文化培训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一份，教民
133052370000019号，声明作废。

遗 失

《安吉新闻》报

广告热线：
0572-5895588

投递回访热线：
0572-5687009

安吉城西水厂出厂水水质
检测指标 检测值 国家标准
浊度（NTU） 0.07 ≤1.0
余氯（mg/L） 0.58 ≥0.30

水 质
报 告

为您提供权威实用的资讯 0572-5895588
刊登热线：

当日接稿
次日刊登信息动车

给您搭建有效发布的平台

安吉竹博园景区内现有店铺对外招租，有意者请
联系经营部经理徐云娟，联系电话：15167213619。

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7月3日

招租公告

受安吉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委托，定于2020年7月14
日上午9：00时整，在安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安吉县
产权交易电子竞价系统”进行网络竞价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位于安吉县昌硕街道胜利西路阳光大厦1幢1楼门面

房租赁权，建筑面积约58.63平方米，租赁期限半年。年租
金起拍价3.57万元。

二、展示、咨询、缴纳投标保证金及报名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到2020年7月13日下午16：00时前。
三、报名方式：
凡有意参加竞拍者，请先在安吉县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ajztb.com）左侧“电子交易平台”处注册，完
善基本信息，最后报名。

四、投标保证金：
参加竞拍者须缴纳投标保证金5000元。
重要提示：网银缴纳或银行窗口（非现金柜）缴纳，账

户须与“基本信息”账户一致。

五、经公开征集，若只产生一名竞拍者，经相关部门批
准将按照以不低于起拍价进行协议租赁。若产生两名或
以上竞拍者，将采取拍卖方式。

六、网络竞价时间：
2020年7月14日上午9:00时至11：30时。
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动结束

后，延时3分钟，如果延时期间有竞买人报价，自动刷新再
延时3分钟。如果无人报价，拍卖结束。

七、竞买人办理竞拍手续均视为已了解及认可标的所
有情况和瑕疵（包括隐性瑕疵），拍卖人不承担瑕疵（包括
隐性瑕疵）担保责任。

八、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安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129118
拍卖公司 5035366 祁先生
委托单位 15157256811 俞先生

湖州安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30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根据湖建发〔2019〕164号文件精神，“安吉县昌硕街道

凤亭山居·南苑、北苑”项目的前期物业管理对外公开招标，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标人：安吉明城置业有限公司（北苑）、
安吉县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南苑）
二、项目名称：安吉县昌硕街道凤亭山居·南苑、北苑
三、项目地点位于：
南苑范围：东至：玉磬路 西至：凤栖花园
南至：环翠路 北至：凤栖路
北苑范围：东至：玉磬路 西至：凤凰路
南至：凤栖路 北至：穆皇路
四、项目概况：南苑总用地面积32605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54708.33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6881.52平方米；北
苑总用地面积4301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0470.95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1603.97平方米。

五、投标要求：
1、国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及以上；

2、投标企业向招标人交纳20万元投标保证金，投标保
证金需从投标企业的银行帐户汇入招标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单位名称：安吉明城置业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行安吉开
发区支行 账号：33050164715300000275）。

如投标企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
评标委员会或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投标企业串通投标的；中标
人未能在中标通知书规定期限内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协议。

六、报名资料：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2、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委托书（法人代表及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3、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凭证。

七、报名时间：2020 年 6 月 30 日至 2020 年 7 月 6 日 15
时00分(5个工作日,节假日除外)，截止时间后不予受理。

八、报名地点：安吉县住建局二楼211室
九、联系方式：0572-5037413

招标方:安吉明城置业有限公司
安吉县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安吉县昌硕街道凤亭山居·南苑、北苑”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