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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出去走走

周末天气不错
1 月雨水依旧偏多

本报讯（记者 施海）下完今天这场
雨，天气总算可以消停一会了。周末虽没
有晴空万里的清爽，但也是阴到多云的
天气，出门转转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富阳区气象台昨日 $1 时发布天气
预报，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夜里阴有雨，
但明天早晨起，就会雨止转阴到多云了，
偏东风 ( 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 ''!，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

气象台的数据显示，富阳 + 月平均
气温基本正常，其中上旬平均气温略偏
高、中旬和下旬平均气温偏低，但月雨
量、雨日明显偏多。+ 月份，富阳先后经
历了 - 次降雨过程，一个月里一共下了
$/ 天的雨，比常年同期要多出 + 天，比
去年同期也多了 ( 天。降水量比常年同
期多 $$)3( 毫米，多 2$3$4，比去年同期
多 $%$3-4。

气象台分析，1 月富阳雨水还是有
点多。1 月，初夏时节，将进入梅雨时节。
以常年情况看，富阳平均 1 月 $) 日入
梅，- 月 + 日出梅，梅雨期长 '$3' 天，平
均梅雨量 '+$3% 毫米。梅汛期间富阳常
有暴雨或连续暴雨、大暴雨天气，造成洪
涝灾害。

从目前各项信息、数据分析，预计 1

月气温正常，但是降水量依旧偏多，雨日
偏多。预计 1 月中旬中期入梅；1 月平均
气温 ')!—'+!，月最高气温 ('!—
()!，月雨量 ')%—'1% 毫米，月雨日
$1—$2 天；接下来，主要降水时段预计
出现在 1 月 $$—$( 日、1 月 $1—'% 日、
1 月 '(—'+ 日、1 月 '2—(% 日。

河道水位上涨（天气拍客 陈健/摄）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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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月(日）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1月'日$1时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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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空气质量日报（1月$日）

富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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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企业夺标
国内最大油站系统项目

本报讯（记者 施海）日前，富
阳企业———浙江易普润滑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成功中标嘉兴石化年产
''% 万吨二期 678 工程油系统设备
设计与制造项目。据企业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是目前为止国内最大的
油站系统。

据介绍，从去年开始，易普公司
对嘉兴石化一期工程设备使用情况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对照国
内外成功经验扬长避短，吸取采纳
先进技术及制造经验，对关键技术
进行了拓展与创新。最终，该公司凭
借优良的业绩、先进的科技创新理
念和一流的生产制造能力，经过几
轮激烈竞争角逐，以综合评分第一
的优势在其他若干竞争对手中脱颖
而出，成功中标。

企业负责人说：“油系统设备设
计与制造的特点是技术要求高、制
造难度大。目前，嘉兴石化的润滑油
站设备整体规模在国内外是独一无
二的。”浙江易普润滑公司嘉兴项目
的成功中标，标志着易普公司在后
期设计与制造创新发展方面迈进了
新的里程，为后续的市场滚动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易普润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位
于鹿山街道工业园区，系富阳通力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该
公司专业制造工业用大型润滑设
备，为石油石化，电力能源，工矿冶
炼等各大行业提供专业的大型润滑
油系统，水站，油雾分离器等相关设
备和附件。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喜欢话
剧演出的市民有眼福了，杭州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晨晖剧社的同学将于
本周日为大家带来一台根据张爱玲
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作品———《红
玫瑰与白玫瑰》。

该剧主要描写普通人隐秘的心
理与情结，展现了 '% 世纪三四十年
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交汇时人们的情
感、婚姻生活，揭示了传统与现代融
合下男权社会中女性难以摆脱的悲
剧人生。

杭科院晨晖话剧社成立于 '%%)

年，原名艺寨舞台剧社，'%%+ 年被评
为杭州市优秀社团。迄今已演出《我
爱桃花》、《魔方》、《虚拟爱情》、《恋
爱的犀牛》、《人质》、《寻找春柳社》、
《你好，打劫》、《你好，疯子》、《重返
二十岁》等 $% 多部剧目，获得在校
师生及社会人士的好评。

本周日的话剧演出地点在新兴
路 ' 号的老年大学报告厅，演出开
始时间为下午 ' 点整，有兴趣的市
民可电话或短信至 $---)%%1$'$（卢
同学）处报名。报名成功的市民，请
提前 $+ 分钟入场候演。

周日老年大学有话剧演出
有兴趣的市民可通过电话或短信报名

富阳一院有浙一专家义诊
时间：明天早上 / 点到 $$ 点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袁丽燕）根据连续几年的统计，肺癌
一直居各大城市肿瘤排行榜之首。
有这方面困扰和怀疑的患者也不在
少数，富阳一院将于明天早上邀请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的专
业团队来富阳开展一次免费义诊。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检查手
段的不断更新，特别是高分辨率的
胸部 97 的普及，临床上会遇到大量
的肺小结节及毛玻璃样病变，那么

这些结节是否都是肺癌呢？都需要
手术治疗吗？

富阳一院邀请的浙大一院胸外
科的专家团队是浙江省内在这方面
的权威，包括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胡坚，主任医师屠震良，主任医师王
永清等。如果有这方面疾病或者疑
惑的朋友，可于明天早上 / 点—$$

点到富阳一院门诊 ) 楼多功能厅，
与专家进行面对面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