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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7年8月10日16时发布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本周冷
空气带来的清凉仅仅是昙花一现，
毕竟仍处于“三伏天”，高温依然不
肯罢休。从今天开始，未来四五
天，我们熟悉的晴热天气又将回
归。

经历了加长版的20天“中伏”，
今天正式进入“末伏”。气象部门
分析说，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今
天起富阳的最高气温将再次触碰
高温线。预计 8 月 15 日（下周二）
之前，除了明天以外，都将保持晴
热高温天气。

明天受弱冷空气南下渗透影
响，午后可能会转为阴天，并伴有
间歇性阵雨。明天是周六，大家如
果外出活动，要提前备好雨具，注
意雷阵雨的突袭。

下一次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将
在8月15日之后，届时副热带高压
减弱南退，雨水增多，气温走低。
等到8月20日（下周日）“出伏”后，
高温的“出镜率”有望逐渐减少。

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温已经开
始打“游击战”。接下来，由于冷空
气趋于活跃，我国的“热度”会比之

前弱很多，高温呈现阶段性发展的
特征。

还有一个天气角色也要盯牢，
那就是台风。根据往常全年台风
生成的情况，7月至10月中，8月台
风生成最多，9月次之，然后是7月
和10月。在这4个月中，强台风往
往是出现在秋季，即秋台风，而在
夏季生成的台风强度却不是最强
的。就拿今年7月下旬来说，生成
的 6 个台风中，只有“奥鹿”和“纳
沙”达到了台风及以上强度，其余4
个仅为热带风暴级。

今年富阳会不会遇上“秋台
风”？从最新天气形势来分析，概
率不小，接下来需要密切关注。

为树木浇水降温（天气拍客 蒋万炯 摄）

清凉昙花一现 高温还要继续
今起进入“末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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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类似昨天覆盖富阳全区的集中
行动将成为常态，而在日常管理执勤中，
电动车依然会是重点执法对象之一。

实际上，近些年来，查处电动车违法
已经成为富阳交警现场执勤的主要工作，
占比日益提高。

今年 3 月到 7 月，全区查处电动车违
法数量接近3万起，比往年同期上升三成
多。

富阳交警如此重视此次电动整治集
中行动，与电动车违法与交通事故的发生
率、伤亡率有着直接的关联，区交警大队

统计，全区今年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涉及
电动车的占27%；涉及伤人事故的，电动车
占到45%；而最严重也是所有人都不愿意
看到的死亡事故中，涉及电动车的高达
45%。

数据触目惊心，交警部门关于电动车
事故中“非死即伤”“群死群伤”的定论并
非空穴来风。

“我们的社会，家庭，再也不能因违法
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此，针对电
动车的集中整治力度空前，富阳交警的决
心也是空前的。

富阳昨起全城整治电动车
首日处罚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391起，暂扣4辆违法车辆

记者赵向军 视频姜炜
通讯员陈力

昨天，备受关注的电动车全城

整治大行动正式启动。

这次是动真格的，查处力度前

所未有。

整治对象为电动自行车（两

轮）、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三

类，因均为电力驱动，可统一描述

为“电动车”。

在昨日开始的整治中，以是否

进入国家工信部公布产品目录为

依据，对上述三类电动车整治内容

有明确区分：现场查处电动自行车

闯红灯、骑快车道、逆向行驶、骑车

带人、停车越线等5类较为严重的

交通违法行为。

对于电动三轮、四轮车，因其

性质特殊，目前已确定在禁行规定

出台后，除保留公共事业部分车中

外，将一律禁止上路。而在此之

前，向现场车主发放即将禁止上路

的告知书。同时，严查这两类车型

的违法行为。

再次强调一次，富阳交警这次

来真的，其背景是一个个血淋淋的

惨痛教训。

这是一次全区性的大行动。上午 9
时，整治行动在同一时间开始。富阳全区
共设17处整治点，遍布城区及大部分乡镇
（街道），共出动警力95人次，几乎是全警
上路。

东方茂是整治点之一，9点未到，城区
中队民警和协辅警正在列队讲话，就见一
辆电动三轮车载着数人从卡点疾驰而过。

顾不得讲话，民警赶紧上前将其拦
下，包括驾驶员在内，小小的三轮车上挤
着7人，5人蹲坐车斗，2人在驾驶室。7人
中有2名还是儿童，仅靠身边大人手拉着
保持平衡，但实际上，车身摇晃，连大人都
坐不稳。

一车人是一大家子，驾车的卢师傅
说，他们租住在银湖街道，从金桥北路一
路进城，打算去妇保给孩子看病。

天热，在毫无遮挡的车斗内，需要看
病就医的孩子晒得一脸汗。

热还是小事，交警说，今年以来的数
据统计显示，这样的电动三轮车一旦发生
事故，其结果是“非死即伤”，车上人越多，
就越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

因违反关于电动车不能载人的相关
规定，卢师傅被处以暂扣电动三轮车等处
罚。

卢师傅是整治行动开展以来，交警城
区中队查处的第一个案例，存在如此严重
的安全隐患，让在场交警难言“战果”。

随后，存在骑车带人、逆向行驶、违规
加装遮阳篷等违法行为的电动车不断被
交警查处，路过的电动三轮车车主大多也
接到了即将禁止上路的告知书。

数据越上升，越说明电动车违法现象
严重性，最终全天全区总计处罚交通违法
行为391起，暂扣4辆，发放宣传资料和告
知书共计 800 余份，拆除加装遮阳篷 67
件。

现场：一辆三轮车上挤了7个人

整治力度空前 只为确保交通安全

据了解，搬迁工作将于8月12日下午
4点半正式启动。首先搬迁的是门诊各科
室，预计一个半小时完成。约在傍晚6点
左右，启动住院患者的搬迁。

区中医院院长姜正科说，针对住院患
者的转移，该院已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并
在事先对可能出现的意外事件进行了具

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确保搬运过程中病
人安全。在今天下午下班前，相关的医生
会对每位住院病人做出病情评估，于明日
上午给每位病人发放搬迁证，上面标注姓
名、主要诊断、入住新院区后的住院楼楼
层、床号等相关信息。医院在当天安排了
4 辆救护车和 2 辆中巴车，用于病人的搬

迁。病区搬迁启动后，医护人员将立即分
成3个工作组，做到“三有”，即老院区搬迁
前有人陪护、搬迁途中有人跟随、入新院
区后有人接应。在整个搬迁过程中，会在
新老院区各设立一个临时医疗急救点，应
对突发事件。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方仁
英）近日，区政府发文公布了第七批富
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通过各乡镇（街道）申报，经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审委员会评审和社

会公示，共有 34 个非遗项目入选。类
别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
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
传统医药、民俗以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
技等。

第七批富阳区非遗产名录公布
龙门故事、天钟山传说等34个项目入选

龙门故事、天钟山传说、常绿民间
故事、道场音乐、金枪锣鼓、众缘十番锣
鼓、俞家竹马、官塘青龙、渌渚青狮、曹
氏龙灯、跳大头、越剧、独角戏、双溪拳、
烙画、木雕、石雕（刻）、扎制技艺、楹联
匾额制作技艺、麦草扇制作技艺、竹窗

帘制作技艺、清水丝绵制作技艺、草鞋
制作技艺、弹棉花、打铁、锡器制作技
艺、桑皮纸制作技艺、古民居营造技艺、
鸟笼制作技艺、草纸制作技艺、中草药
采摘技艺、龙门孙氏续谱编修习俗、杨
清庙庙会、宁江王出巡。

附件
第七批杭州市富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金朗
萍 实习生 赵一鸣）“大伯，给你输点氧
气哦，输了你就会舒服点了。”昨天下
午，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蹲在地
上，俯下身子对躺在地上的“病人”轻声
说。这是在富阳一院开展的2017年度
全区卫计行业岗位技能竞赛医疗保障
急救模拟竞赛，当天，共有 9 个参赛小
组经过层层选拔进入决赛。

据了解，此次大赛由区卫计局、区
总工会、区人社局、区医学会主办，区医
疗急救指挥中心协办，旨在全面提高医
务人员的急救意识，进一步规范急救程
序，全面提高危重症病人的抢救成功
率。同时，检验各家医院的医疗急救能

力，提高医疗服务综合能力和水平。
竞赛以6家区属医院为单位组队，

分理论测试和技能考核两个阶段，其中
急救技能又分急救搬运抢答和心肺复
苏除颤两个环节，全面考查参赛小组的
急救技能、团队配合和现场应变能力。

全区卫计行业急救技能比武

富阳区中医院明天整体搬迁
环环相扣的搬迁工作细节出炉

记者 徐丽亚通讯员 管玲琳

为富阳人民服务了65年的“城关医院”（富阳区中医院）明天（12日）要整体搬迁啦，明天开始，不管是门

诊还是急诊，大家请记得去桂花路4号（原人民医院旧址），别多跑冤枉路哦。

为顺利、平安做好此次搬迁，区中医院制定了《医院整体搬迁具体实施方案》及配套的一系列预案，成立

了若干个工作小组，以确保医院整体搬迁过程安全。

扫码观看现场视频

医院将以新面貌与市民见面

记者了解到，8月12日晚上，新院区员
工餐厅和病人餐厅将正常营业，提供新鲜
可口的饭菜和点心。为保证搬迁时道路
畅通，缩短搬迁时间，公安、交警等部门也
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届时将会对北门路进
行临时性交通管制，搬迁车辆可以从老院
区大门右转，直接进入桂花路至新院区。
目前，新院区院内交通线路已全部划线完

毕，两个停车场也已准备到位，预计可开
放近300个停车位。

据悉，8月12日，区中医院白天的诊疗
程序都将保持正常开展。下午4点半起，
所有门诊科室停诊开始搬迁。老院区急
诊（包括内、外科）、检验、放射、B超、药房
保留至晚上 12：00，随后启动新院区急诊
功能，新老院区急诊实行无缝对接，不耽

误急诊病人及时就医。8 月 13 日上午 7：
30，新院区门诊、住院、医技各科将全面投
入使用，请广大老百姓放心就诊。

在搬迁期间，区中医院每天还安排了
党员职工、滴水公益和社会志愿者提供志
愿服务，分别在门急诊、病房大楼大厅、化
验室、B超室，每个楼层的自助机旁等重要
位置，引导、帮助市民朋友挂号、就诊。

祖孙三代都挤在一辆电动三轮车上

搬迁后的富阳区中医院，医疗用地由
现在北门路的4.5亩扩展至50亩。除开放
各门诊科室外，着重加强病区、ICU、血液
透析中心、120急救站等功能单元建设，将
陆续开放包括针灸推拿康复病区、儿科日

间病房和小儿洗浴中心在内的7个病区。
近年来，医院招聘、引进大批专业技

术人才，分批分次赴上级三甲医院进修学
习；新购置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设备包
括智能采血管理系统、血球流水线、1.5T

核磁共振、16 排 CT 等一大批大型设备。
搬迁新院区后的区中医院将以全新的面
貌呈现在富阳老百姓面前。

各个方面都为病人考虑周全

整体搬迁于明天下午4点半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