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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科科）“秋
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
来。”这几天，今年“迟到”的大
闸蟹终于开吃了，市民餐桌上又添
了一道美食。

9月 21日上午，记者走访了
桐江桥家家福超市，在超市淡水
产区未找到大闸蟹的踪影。“中秋
节前后，超市卖过一段时间的六
月黄，售价为91.6元/公斤，1只
六月黄重约1两2到1两5。最近
处于河蟹的断货期，不过，采购

单上大闸蟹已经有了，明天就要
开卖了。”该超市淡水产区工作人
员朱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夏天天
气炎热，再加上最近的台风天气
等对大闸蟹上市延迟、减产都有
影响。”

而桐江桥菜场淡水产区是另
一番景象，不少摊位上摆放着几
网袋的大闸蟹。据摊主鲁先生介
绍，往年中秋节前就有大闸蟹
了，今年足足迟了半个多月。今
年夏天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蟹发
病死亡较多，产量比正常情况少
了约三分之一。

“现在大闸蟹价格有点高，主
要还是供应饭店。像2两5的母蟹
和3两的公蟹售价均为160元/公
斤，而4两的公蟹还要再贵点，售
价为220元/公斤。大闸蟹的整体

价 格 同 比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了 约
30%。”鲁先生说。

当天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富
巷菜场，远远地就看到淡水产区的
摊位上摆放着一些装有大闸蟹的网
袋。有的大闸蟹露出白白的肚皮，
有的举着锋利的爪子，有的背着青
青的蟹壳。

摊主宋先生介绍，“9月份是
六月黄和大闸蟹的‘交班期’，今
天开始只卖大闸蟹了”。现在售卖
的大闸蟹主要产自江苏、安徽、湖
北等地。其中，江苏养殖大闸蟹的
水质好，品质相对就会好些，同样
的重量价格也是最高的。

“现在的气温不适宜大闸蟹储
存，最多两三天；等气温降到
10℃以下了，大闸蟹最多可以存
活一个礼拜。不过，时间太长会导

致大闸蟹变瘦、水分不足、不鲜美
等情况的发生。”摊主宋先生说，

“最近还是以尝鲜的市民为主，‘资
深吃客’尝过了还会再等等。”

随后，记者致电在海吉星城农
批市场专门卖大闸蟹的陈先生。他
说，目前主要售卖江苏产的大闸
蟹，今年夏季高温天气导致大闸蟹
脱壳次数减少（气温高于30℃会
停止进食和脱壳），好比常年脱壳
要6次，今年只脱壳4次，那么大
闸蟹的个头就会相对小点。

“最近，大闸蟹的销量并不算
大，每天为350公斤到400公斤。
现在大闸蟹才刚刚开始，品质参差
不齐。预计国庆节前后，大闸蟹会
进入销售旺季，届时大闸蟹的肉质
将更加紧实肥美，个头也会大一
些。”陈先生说。

“迟到”的大闸蟹开吃了！
想要物美价廉还得再等段时间

市民李先生来电咨询：
我向黄某购买其和妻子张女士

共有的房屋一套，总价 180 万元，
合同签订后，我向黄某支付定金
50 万元，而黄某收到定金后以其
妻子不同意卖房且不知情为由拒不
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请问律师，这
种情况下，我有权要求其妻子张女
士承担法律责任吗？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汪宇波律师解答
如下：

本案涉及夫妻共有房产买卖方
面的相关法律问题。购房人购买夫

妻共有房产时要注意审查房产的权
属情况，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应要
求卖方夫妻双方共同到场签名并出
示结婚证，如果一方因故无法到场
的，也应出具合法有效的书面授权
委托手续，以有效规避由此引发的
交易风险。

本案中，如果李先生的陈述属
实，黄某未经妻子张女士同意，擅
自将夫妻共有房产出售，就属于无
权处分行为，但李先生属于善意购
买且支付了合理价格，因此，李先
生与黄某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该
合同在李先生与黄某之间具有法律
约束力，黄某应当向李先生承担不
能过户的违约责任；而其妻子张女
士没有在合同上签名、不知情且不
予追认，该合同对张女士不具有法
律约束力。也就是说，李先生无权
要求其妻子张女士承担法律责任。

夫妻共有房产买卖中，不同意
卖房的一方需承担法律责任吗？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
员 韩高波）“这几年我在女朋友
身上前前后后花了30多万元，现
在她提出分手，我要求她归还部分
钱财，但她不肯归还，朱律师您看
这件事我该怎么办?”近日，在市
司法局黄家埠司法所的“每周法律
义诊”活动中，一名男子向村法律
顾问朱律师询问。朱律师耐心地解
答了他的问题，并提醒他保存好钱
财往来证据很重要。

为深入践行司法为民的理念，
该所主动担当，服务前移，积极为
民排忧解难，在辖区内开展“普
法+义诊”系列服务活动。该所积
极利用各村的微信公众号、工作微
信群、法治宣传阵地、核酸检测采

样点等，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广泛开展法治专题宣传，让
群众深入了解法律援助、行政复
议、公证等法律服务，从而方便群
众办理相关法律事务。

此外，该所还充分整合辖区内
的法律资源，积极协调法律顾问、

“法律明白人”每周定期开展“法
律义诊”进村活动，既宣讲法律知
识，又围绕群众的法律诉求帮助解
决实际问题，现场办理相关法律事
务，以实际行动引导居民形成“办
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的法治意识；各村法律顾问还
在村微信公众号上开设线上法律咨
询专栏，随时解答辖区群众提出的
法律问题。

黄家埠司法所

送法服务到群众家门口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
员 王佳伟）近日，市司法局凤山
司法所联合杭州铁路公安处余姚站
派出所、宁波工务段、宁波车务
段、凤山派出所、市护路办、凤山
街道综治办、禁毒办、浙江合创
（余姚）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在高铁
余姚北站候车大厅开展铁路沿线法
治安全宣传活动。

该所精心准备了民法典、法律
援助法、反诈等主题宣传展板、宣
传手册和宣传品，向旅客朋友展示
了民法典、法律援助法等基本法律
知识以及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提醒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警惕，谨防
上当，以免遭受损失。

此外，该所工作人员还为旅客
提供了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铁路沿线法治安全宣传
在高铁余姚北站举行

9月20日，丈亭镇初级中学
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主题活
动，邀请浙商银行宁波余姚支行
工作人员为学生讲解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知识，提升学生防骗能
力，筑牢反诈防线。

记者 黄静波摄

反诈宣传进校园反诈宣传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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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一波接一波 暑气消退秋意渐浓

本报讯（记者 赵科科）昨天
上午，虽然阳光明媚，但是直接穿
着夏装出门却有点招架不住秋风带
来的凉意。随着阳光的“持续发
力”，气温缓步攀升。昨天，我市
最高气温为28℃。

随着冷空气来袭，我市气温创
下了立秋后的新低，最低气温达
18.5℃，这也把夏末的暑气逐渐

“击退”。未来一段时间，气温适
宜，体感舒适，既没有炎炎夏日般
的大汗淋漓，也没有寒冬腊月般的
瑟瑟发抖。

气象专家表示，夏秋之交，冷
空气活动频繁。随着新一轮冷空气
扩散南下影响，双休日我市气温将
有所回落，最低气温在 17℃左
右，最高气温在 26℃上下徘徊，
早晚体感微凉，外出时适当添加一
件薄外套。

预计9月26日到28日，这一
波冷空气的影响将结束，副热带
高压随之有所加强，气温将短暂

回升，最高气温可能会升至29℃
左右，最低气温变化不大，在
20℃上下。近期气温起起伏伏，
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气温变化，
谨防感冒。

秋分至 农事忙

今天是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秋分
节气。据了解，“秋分”的“分”
是“平分”的意思，秋分这天正好
在秋季90天的中间，有着“平分
秋色”的意思，故名“秋分”。

秋分时节，昼夜均，寒暑平，
正是一年最美时！俗话说“白露秋
分夜，一夜冷一夜”。此时气温逐
渐降低，雨水减少，秋意也越来越
浓了。

秋分节气也是秋收、秋耕、
秋种的“三秋”大忙时节。“三
秋”大忙贵在一个“早”字。因
此，农民朋友要及时抢收秋收作
物，可免受早霜冻和连阴雨的危
害；适时早播冬作物，可争取利
用冬前的热量资源，培育壮苗安
全越冬，为来年丰产打下基础；
双季晚稻正抽穗扬花，是提高产
量的重要时期。

相关链接

连日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大对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巡查力
度，将集中治理和常态化管理相结合，积极倡导广大车主文明停车，共同
维护良好的城市环境。图为执法人员在城区兰馨路上对违停车辆开具违停
提示单。 记者 黄静波摄

整治车辆乱停放整治车辆乱停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