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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实习记者 凌
一览）昨日上午，万豪国际集团旗下喜来
登酒店正式落户富阳。区领导吴玉凤、
陆洪勤、裘富水参加鹿山时代喜来登酒
店项目签约仪式。

鹿山时代项目位于鹿山新城与富阳

主城区的交界处，总占地面积约5.09万
平方米，总建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其中
地面部分约13 万平方米，地下部分约4
万平方米，是集高端酒店、办公及商业于
一体的综合体项目。

万豪国际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酒店集

团，旗下 6000 多家酒店遍布全球 122 个
国家和地区，雇用约 30 万名员工，旗下
拥有丽思卡尔顿、瑞吉、豪华精选、JW万
豪、艾美、威斯汀、喜来登等共 30 个品
牌。

仪式现场，万豪国际集团、上海丽联

酒店管理集团和杭州金月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三家单位进行了鹿山时代喜来
登酒店项目签约，喜来登酒店正式成为
鹿山时代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落户富
阳。

喜来登酒店落户鹿山新区

转型路上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聚力拥江发展

长三角县市（区）广电旅游联盟走进富阳

以“富春山居行”为主题 开展旅游推介活动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王小奇 通讯

员 金一鸣）昨日，长三角县市（区）广电
旅游联盟携手富阳区旅游体育局、富阳
广播电视台，联合开展以“富春山居行”
为主题的富阳旅游推介活动。副区长裘
富水参加推介活动。

长三角县市（区）广电旅游联盟是由
区域内县市（区）广电媒体会同相关旅游
产业组织自愿结成。“富春山居行”活动

旨在邀请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周边
县市（区）广电媒体同行亲临富春山居实
景地，通过媒体采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等多种形式，借助“广电+旅游”的模式，
为富阳旅游业提供一次区域合作的平
台，把富阳的旅游文化与旅游产品更好
地推介出去，进一步提升富阳旅游在长
三角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昨日，长三角县市（区）广电旅游联

盟近50家成员单位的人员来富阳采风，
亲身体验了龙门古镇—永安山滑翔基地
—东梓关村和黄公望隐居地—富春桃源
—洞桥文村两条旅游线路。

在下午举行的推介活动上，裘富水
致辞并向宾客发出邀请。区旅游体育局
和龙门镇分别向来宾推介富阳旅游和龙
门全域旅游。区旅游体育局与长三角县
市（区）广电旅游联盟签订《富阳旅游战

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富阳区旅游品
牌。同时推出五条“富春山居行”富阳秋
冬季旅游产品线路套票，由富阳特色景
点串联的两天一晚、三天两晚旅游特惠
套票。

据悉，此次活动吸引了中新社、今日
中国以及山东、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等
地区媒体朋友来富采风。

截至昨晚10时，秦望区块已有310户搬迁户申请腾空，确认腾空176户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陈
辉）9月9日、10日两天的集中签约，秦
望区块有机更新创造出了“富阳速
度”。目前，签约已进入第二阶段。记
者昨日从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挥部获
悉，截至昨晚10时，秦望区块有机更新
房屋搬迁签约数已达3262户；完成签
约的搬迁户陆续开始腾空房屋，已有
310户搬迁户申请腾空，确认腾空的有
176户。

不少搬迁户表示，早早把房屋腾
空，也就放下了一桩心事。因此，近
期也是富阳搬运工生意最红火的时
候。有搬运工表示，这几天是他 10
多年搬运生涯中最忙碌的日子。当
然，在忙忙碌碌之中，还有那么一些
小感动……

“早点腾空房屋总没错”
马益平是场口镇片区的搬迁户，9

月9日签约前，他就把房屋腾空了。集
中签约结束后，马益平就拿到了房屋
腾空证明，成为秦望区块第一个拿到
腾空证明的搬迁户。“我完成了签约，
就相当于已经把房子交出去了。我觉
得把补偿款一次性拿到手，会比较安
心吧。”马益平的想法很简单。他说，
非常支持政府的工作，也获得了改善
生活环境的机会。

腾空前，马益平一家人都住在联
群弄的房子里，他们已在此住了20多
年，差不多是最早入住的住户。“我之
前买好了新房子，现在装修快要完成
了，估计再过两三个月就可以住进
去。”马益平说，现在暂时住在母亲家
里。“场口镇动迁领导很不错，工作做
得非常认真，我们当然愿意支持他的
工作了。”马益平说，在他的影响下，
周围有不少人都积极签约、腾空房屋。

春江街道片区的搬迁户姜锋，9月
9日上午签约完成后，就开始进行房屋
腾空了。“反正都要腾空的，早点行动
总没错。”姜锋说，自己在外地工作，腾
空工作都是由母亲操办的。记者联系
上姜锋的母亲，她说，自己要上班，只
有双休日有空闲，9月9日正好是周六，
签约完成之后，就找来亲戚朋友帮忙
将房屋腾空了。

“目前已把大件行李搬掉了。剩
下的小件，等周末空闲下来就会搬
掉。”姜锋母亲说，他们一家住在西堤
南路的这套房子里，面积97平方米左
右。他们现在已经住进了出租房，大
件家具安置到了出租房的车库里。姜
锋一家选择的是产权调换的方式，也
就是选择安置房，“这次搬迁对我们来
说肯定是好事，以后的居住环境将会
大大改善”。

“十几年来，从没这么忙过”
由于秦望区块搬迁户们近期都在

忙着腾空房屋，富阳搬运工的生意因
此非常红火。

何彪是场口人，做了 10 多年的
搬运工，从来没遇到过现在这样的
情况。“以前一天没活的情况都会
有 ，现 在 是 电 话 接 连 不 断 。”何 彪
说，集中签约结束后，就不停有人
找他搬家，包括他在内，现在富阳
大部分搬运工都集中到了秦望区块
这里。

何彪这几年跑下来本身就认识了
不少人，再加上搬迁户之间相互介绍，
他手上的活已多到做不完。“每天最多
只能搬运三四家，特别是有些楼层高
的，要花很长时间。”他说，昨日他在帮
忙搬家的时候，路过的搬迁户看到了，
好多都走过来跟他说“给我搬一下”。

“我心里很感激他们”
昨日上午，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

挥部春江街道工作组办公室里，又出
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原来，搬迁户
方春生完成房屋腾空后，来到指挥部
办理腾空证明，来时还带了4袋西瓜，
送给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和感谢。

得知这一情况，记者第一时间联
系到了方春生。接到电话，方春生说
了一连串的“不值一提”。他说，这段
时间以来，总是看到工作人员起早摸
黑、任劳任怨做工作，感觉他们非常不
容易。“集中签约那两天，太阳那么大，
他们一直从早上工作到晚上，我心里
很感激他们。”方春生说，正是因为有
这些工作人员默默地付出，搬迁户们
才能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顺利地办
理各种手续，“真心感谢他们”。

搬家 房屋腾空

“反正都要腾空的，早点行动总没错”

省市区连夜召开会议
部署18号台风防御工作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金茂勇）
昨晚7时，副区长何献忠召集人武、公安、
水利、气象、旅游体育、农办、农林、交通、住
建、国土、教育、城管、商务、民政、供电、港
航等防指成员单位，在区水利水电局会议
室参加国家、省、市防指防御第18号台风
（泰利）视频会议，并对下一步防台工作进
行部署。

省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省领导的重要批示和国家防总
视频会议精神，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强
化思想认识，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强化责任
意识，务必保证到岗到责；强化提前防御，
务必保证应转尽转；强化隐患排查，务必保
证不留死角；强化监测预报，务必保证科学
调度；强化团结协作，务必形成强大合力，
全力以赴抓好各项防御工作，坚决打赢防
台抗灾这场硬仗。

杭州市防指要求，要按照市领导的指
示精神，高度重视，科学调度，克服麻痹侥
幸思想；周密部署，加强检查，确保重点区
域安全不出事；履职尽责，狠抓落实，确保
各项防御举措落到实处。

省、市视频会议后，何献忠召开区防
指成员单位防台会议，要求各乡镇（街
道）和各有关部门思想上务必高度重视，
严守纪律，落实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
化措施，把确保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保障城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作为第一
要务；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对发现的隐患
和薄弱环节，要果断采取措施，提前落实
防范和应对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按照防
台风预案落实防范措施，加强重点区域
和薄弱环节管理，做好信息报送和防台
风宣传。

新闻附件

“泰利”或在我省登陆
Ⅲ级应急响应启动

据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 18 号台风
“泰利”昨日 17 时位于北纬 22.2 度、东经
128.1度，中心气压96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
速13级（38米/秒）。预计“泰利”将以每小
时22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
台风级，并将于9月14日夜里到15日在我
省沿海擦过或登陆我省中北部沿海，然后
转向东北方向。

受其影响，预计13日开始我省沿海风
力逐渐增强，14日至15日最大风力将增强
到12—14级，东部沿海地区9—12级，台风
中心经过附近海域14—16级；14日至15日
我省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

鉴于18号台风“泰利”和19号台风即
将先后登陆我国的严峻形势，昨日18时30
分，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
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昨
日22时，国家防总也启动防汛防台风Ⅲ级
应急响应，并派出11个工作组分赴浙江、
上海、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广东、广西、
海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协助开展防汛
防台风工作。

“泰利”
预计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