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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昨日上
午，富阳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区委副书记、区长黄海峰强调，要围
绕服务保障 !"# 峰会，进一步增强
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抓好 "#$% 年
安全生产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方
仁臻参加会议。

据了解，"&$' 年，全区共发生三
类（工矿商贸、道路交通、水上交通）
安全生产事故 "() 起，死亡 )" 人，
事故起数与上年同比下降 %*$+。其
中，工矿商贸事故 ) 起、死亡 ) 人，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比上年分别下
降 $$*$+；道路交通事故 "%) 起、死
亡 (" 人，同比分别下降 %*%+、$*,+；
水上交通事故 " 起，死亡 " 人，上年
同期未发生。

“安全生产年年提、月月提，这
根弦要时刻绷紧，不能松！”黄海峰
说，虽然 "&-' 年全区各类安全生产
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安全生产
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特大事故，
但是，非突出领域事故增多，死亡事
故仍居高不下，舆论关注度相应提
高，安全隐患仍然较多。各级各部门
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进一步增强
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黄海峰指出，服务保障 !"& 峰
会将是今年全区各项工作的“圆
心”。"&-% 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确保完
成两大目标，一是确保“!"& 举办期
间不出事，筹备期间不出事、少出
事、不出大事”，这是重大的政治任
务。二是杜绝发生重特大事故，遏制

死亡事故，减少一般事故，确保各类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
等安全生产三项指标继续下降。

黄海峰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强化领导负责制和部门监
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保证各项责
任落实到位。要推进安全隐患排查专
项整治，深入生产作业一线和重点场
所，进行销号式排查、严要求督查，实
现隐患排查治理的制度化、常态化。
要全力打好重点领域安全攻坚战，针
对危旧房、出租房、劳动密集型场所
和老弱伤残集聚场所，全面开展排查
整治；针对道路运输、危化品、地质灾
害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监管，查漏
补缺，消除隐患。

黄海峰强调，要切实加强宣传

培训工作，加强领导层面、企业重点
人员、社会重点人群的教育培训，强
化宣传曝光，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要着力提升应急救援水平，完善应
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健全应急值
守和协调联动机制。

黄海峰还落实部署了岁末年初
相关工作。他指出，要继续做好防寒
抗冻后续工作，加强烟花爆竹管理，
切实抓好春运安全、群体性活动和
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工作，确保
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

会上通报了 "&-' 年全区安全
生产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情
况。区政府与各乡镇（街道）及部门
有关负责人签订《"&-% 年度安全生
产综合目标管理责任书》。

黄海峰在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

服务保障 !"&峰会
全力确保安全生产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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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次“春风行动”

捐款爱心榜

单位 人数 金额!元"

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 ../ ,('%&

胥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富春第四小学 $&) ."%&&

富春第七小学 $"& .'/&&

光大银行杭州富阳支行 "' $.)'&

大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富春第五小学 /. "("&&

富阳区万市中学 (. "".&&

新登镇贤明小学 %( "&.&&

富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 .&&&&

灵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富阳区郁达夫中学 $'/ ,(/&&

场口镇人民政府 )' ,$,&&

富阳区中医院 ,,, '&.'&

万市镇南安小学 $, ,"&&

万市镇南新小学 $/ '/&&

万市镇中心小学 ." /)&&

环山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里山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

富阳区鹿山中学 )" ".(&&

银湖街道新义小学 .$ /'&&

新桐中心幼儿园 $& ."&&

杭州景浦置业有限公司 $&&&&

小计 $/,. ,%).%&

总计 $',() '&'')$$

本报讯（记者 施海）过去的
一周，强寒潮来袭，富阳全城抗雪
防冻。极寒天气带来的影响刚刚有
所减弱，富阳便于昨日召开 "&$%

春运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春运工
作。会上，区春运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区政府党组成员张霖代表区政
府，与有关部门、乡镇（街道）签订

春运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
"&$% 年春运从 $ 月 ", 日开

始，至 . 月 . 日结束，为期 ,& 天。据
运管部门预测，今年富阳道路客运
运量为 $." 万人次左右，约为去年
同期 %%*(+；旅客周转量 .%'& 万人
公里，约为去年同期 %'*,+；预计区
内及进杭公交接送旅客约 .$" 万人

次，为去年同期 $"%*"+。为此，今年
春运期间，富阳将投放班车、旅游包
车 ,'' 辆 $"%$" 客位，城市公交
,/$ 辆 "''&, 客位，预计将安排包
车和加班运力 '%& 班次左右。此外，
针对冰、雪、雾等恶劣天气和突发性
事件，应急预案也已制定完备。

为确保春运工作安全有序，张

霖要求，要强化安全意识，充分认
识春运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把好车
船检查关、安检检查关、行车安全
关、反恐防暴关、道路安全关；要充
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切实把各类
应急预案落到实处；要坚决打击倒
卖车票、站外拉客、超载超员、非法
营运等各类道路运输违法行为。

富阳召开 "&$%年春运工作会议

为确保春运工作安全有序，富
阳建立了以区春运工作领导小组
为总指挥，区春运办为总协调，各
乡镇（街道）和部门为实施主体的
春运领导组织体系，并确立五大工
作目标，即“不发生群死群伤的重
大恶性事故；不发生大规模客货滞

留、积压和严重超载现象；最大限
度预防和减少不确定事件的发生，
降低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和影响；
不发生无序竞争现象及旅客投诉
的重大服务事件；不发生乱设卡、
乱罚款、乱收费行为”。

区春运办对各乡镇（街道）及部

门的春运工作职责、任务进行了细致
部署，要求所有成员单位提高认识，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制度，强化安全
管理；统筹兼顾，科学组织运输；未雨
绸缪，完善应急预案；互相支持，注重
协调配合；民生为先，提高服务质量；
重视宣传，确保信息畅通。

区春运办表示，将坚持“安全
春运、科学春运、文明春运”的原
则，进一步完善春运工作协调机
制，合理调配各类运力资源，增强
运力供给，改进服务质量，加强信
息共享和协作联动，大力提高运输
能力和服务水平。

富阳全面发力为春运“护航”

新春临近，富阳周密部署春运工作，全面发力为春运
“护航”，确保大家“走得好走得满意”。

记者 施海

今年仍将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据预测，今年春运期间，学生
潮、返乡潮可能叠加。近期各学校将
陆续放假，同时大批务工人员将返
乡。因此，返乡潮和学生潮存在叠加
可能，这将给春运带来极大压力。

富阳区域内，". 省道仍在施工
中，内环快速路也未全面通车。因
此，受在建公路影响，有可能会出现
较为严重的道路拥堵现象，再加上
春节黄金周的旅游客流，总体上今

年春运仍将面临较大的客运压力。
上周，富阳经历了极寒天气，虽

然强寒潮已落下帷幕，带来的影响
也在逐渐消退之中，但据气象部门
预测，春运期间富阳还将受到 , 次

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影响，预计将会
出现在 " 月 %—) 日、" 月 $%—$)

日、" 月 ".—"' 日和 " 月 "(—")

日，届时，雨雪天、雾霾及低能见度天
气，都将给春运交通带来不利影响。

“城区”客流呈明显增长态势

! ! ! !据区春运办调查，预计今年春
运期间富阳道路旅客动量约在 $."

万人次左右，旅客周转量为 .%'&

万人公里，均比去年明显下降，约
为去年同期的 %%*(+和 %'*,+。分
析认为，其中原因系受整体经济形
势影响，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提前返
乡，同时，富阳外来暂住人口数量
未出现大幅增加，公务出行客流也

呈明显减少迹象。而且，私家车普
及率越来越高、铁路网络日益完善
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短途公
路客流下降。但是，辖区内公交客
流将明显增加，预计今年春运期
间，区内及进杭公交接送旅客约为
.$" 万 人 次 ， 为 去 年 同 期 的
$"%*"+。

根据客流变化，富阳春运运力

安排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春运期间
投入的班车、旅游包车运力相比去
年有所减少；城区公交运力则同比
增加了 $)+。

春运办还预测，今年客流高峰
预计将会出现在节前 ' 天至节后 (

天这段时间。据预测，节前 ' 天客
流约为 ", 万人次左右，日均约为
,*) 万人次。节日期间高峰日旅客

流量预计 ' 万人次左右。客流主要
以旅游观光和探亲访友为主，会形
成春运的旅游探亲黄金周，并以短
途为主。届时，富阳至杭州、新登、
桐庐、新安江、萧山、金华、衢州将
是热点线路，预计在年初一、初二
及黄金周结束前两天会发生短时
段客流高峰。春运办表示，今年配
备的运力基本能满足出行需求。

富阳确立五大春运工作目标

《当代富阳名人》
日前付梓

本报讯（通讯员 沈吕诚 记者 李
宇雯）经多方联络、查考资料、登门采
访，区政协首次将当代富阳籍知名人
士的传记史编辑为《当代富阳名人》一
书，并于日前付梓。

《当代富阳名人》一书，资料翔
实，图文并茂，展示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等 "/ 位当代富
阳名人的风采。

在传记中，作者通过翔实的史
料、丰富的素材和生动的描述，全面
介绍了人物的生平事迹，颂扬了他们
的光辉业绩、优良传统和浓郁思乡爱
乡之情。

据悉，本书编撰殊为不易。一是
人物遴选难，征编单位听取了方方面
面的意见，从数百位候选人中遴选出
最具典型性的各界代表人士。二是资
料采录难，这些名人地处天南海北，
联系采访、查考资料都存在各种困难
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