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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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3日16时发布

“秋老虎”要发威了 预计持续到9月下旬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9 月以来，

富阳仅出现过一天高温，大家几乎已
经习惯了凉爽舒适的天气。不过，副
热带高压并没有就此沉寂，“秋老虎”
将有一次反扑，目前来看，它将牢牢盘
踞在山头上，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也
就20日前后。

与盛夏时节相比，眼下的副热带
高压已经不复当初的“盛况”，但带来
升温还是很轻松的。昨天，富阳城区
的最高气温已经升到 29.9℃，夏末的

“余热”不容小视。
预计今明两天天况较好，晴到多

云为主。本周日到下周一，受低层偏
东气流的影响，富阳将时不时出现阵
雨或雷雨；下周二起，副高重新控制，
转为多云天气。气温方面，今天到17
日最高气温 31—32℃，18—19 日则升
至32—34℃。

那能缓解高温的台风呢？目前海
上有两个台风一个是23号台风“百里
嘉”（热带风暴级），另外一个是 22 号
台风“山竹”（超强台风级），它也继续
西行，未来逐渐向菲律宾吕宋岛东北
部一带沿海靠近，15日白天将移入南
海东北部海面，然后趋向广东沿海。

依照目前的预报形势，“山竹”未来的
影响应该与 2017 年 13 号台风“天鸽”
相似，将是袭击广东的一手台风，强度
强，破坏力大。这一大一小两个台风，
这次都奔向华南地区，对杭州没有直
接影响。

未来几天，虽然够不到高温的
“门槛”，但空气平均相对湿度都在
70%到 85%之间，黏糊糊的闷热感接
踵而来。所以，各位买好的秋装，得
等等再穿了，接下来可要注意防暑
防晒。

再放眼看，下周末将迎来中秋小

长假。按照往年规律，等过了中秋，初
秋的味道就会渐渐浓郁起来，桂香、圆
月、月饼……等熬过眼下的“秋老虎”，

“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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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城际铁路建设，绿化树面临被砍，得知情况银湖中学作了一个决定

树龄30多年的雪松“搬新家”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方宗晓 摄影

朱啸尘）“这里要拆迁了，这棵雪松树又
粗又高，要是砍了就可惜了！”因为杭富
城际铁路建设，银湖街道受降村的一棵
树龄30多年的雪松树面临着被砍伐的
困境。为了保住这个大树，当地村委和
银湖中学合作，于今年7月将大树迁到
了位于银湖中学的新家。

走进银湖中学，在两栋教学楼之
间，可以看到一棵高大挺拔的树矗立着
——这正是那棵从受降村移植过来的
雪松树。“至少有4层楼高，我站在5楼
的走廊，刚好可以看到它的树尖。”银湖
中学校长祝弘平说。

给30多年树龄的大树找
个好“婆家”

银湖中学于 2013 年 8 月建成并投
入使用，是由原高桥镇中学和受降镇中
学合并而成的一所现代化全员寄宿制
初级中学，“我们想在新校园里保留一
些两所老学校的记忆。”为此，祝弘平将
原高桥镇中学校门口和原受降镇中学
校园内的香樟树移植到了校园内。当
他得知因为地铁建设，受降村的这棵雪
松树将面临被砍伐的困境时，主动与村
委联系，想把它移栽到校园里。

受降村委和银湖中学沟通后，一拍
即合，“这么好一棵树砍掉我们舍不得，
移栽到学校最好了。”看着这个雪松树
长大的受降村老书记陶土祥说。1987
年，陶土祥担任受降村（原中秋村）书
记，当时，这个雪松树就种着了。

“这里原来是老村委院子，树刚开
始是种在墙边，大约一人高。”陶土祥

说，他觉得树长在墙边会影响房子，不
安全，对树的成长也不利，于是就把它
移栽到了院子中间的水井旁，还用砖围
了一圈。

因为长在水井旁，水分充足，再加
上地里肥力足，雪松树长得特别快。

“它在最下面的一圈树枝长得太大，碰
到旁边工厂的墙了，被他们修剪掉了，
本来宝塔一样的树形，现在变成下面
缺了一个底。”陶土祥说。前几年，曾
有不少人来问他是否卖这棵树，但都
被他拒绝了。

在陶土祥的记忆里，老村委院子还
在时，每当夜晚降临，村民们总是习惯
来到这棵雪松树下乘凉、聊天。事实
上，在移栽雪松树的时候，很多村民都

来到现场看着，特别是年纪大的村民，
很不舍得。“我就对他们说，为了国家建
设和富阳发展的需要，这棵树必须得被
砍掉或者移栽。”祝弘平说，他还把树比
作村民的女儿，“你们把树养到这么大，
肯定想给她找个好‘婆家’，我们学校是
最合适的地方，银湖的孩子们都在这里
上学，我们也一定会照顾好它，而且你
们也可以常来看看。”

将围绕大树开展一系列
育人活动

要移栽这么一棵大树，并不容易。
“我们整整花了一天时间，从早上开始，
一直都晚上10点多才种好。那天是在

7月份，天气还很炎热。”祝弘平说。受
降村和银湖中学请了10多位工人配合
一台挖机开挖，“先用挖机把外围的泥
土挖掉，再用人工挖，直到中午才挖
好。”

将带着泥土的树根包上稻草绳后，
移栽队用了两台吊机才将树吊到卡车
上。随即，它被送完银湖中学，等种好
树，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校园里种树的位子是祝弘平特意
挑选过的，在两幢教学楼中间。“一是这
里避风，树不容易被吹倒。二是两旁都
是学生上课的教室，他们每天都能看
到，希望他们像大树一样茁壮成长，成
为栋梁之才。”祝弘平解释。

为了提高雪松树的成活率，银湖中
学在种下去的时候撒了很多生根剂，还
特意安排专人进行养护。树上还挂了
很多盐水，成分大部分是水，同时也含
有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树种下去之
后天气一直很热，银湖中学基本每周会
浇两三次水，每次都是从树尖浇到树干
再到树根，每次差不多 1 小时，工人的
衣服都被淋湿透了。

开学后，银湖中学的师生看到这么
一棵大树来到校园，都很开心，“有老师
开玩笑说，这棵就是我们学校的定海神
树，是镇校之宝。”祝弘平说。在他的计
划里，银湖中学将围绕这棵树开展一系
列的育人活动，“特别是让学生学习它
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精神”。

为了配合杭富城际铁路建设，银湖
街道即将开展地铁沿线二期搬迁，“我
们和征迁指挥部以及各村村委都商量
好了，如果还有这样的大树，都可以移
栽到我们学校。”祝弘平说。

已移植到银湖中学的雪松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2018环浙自行车嘉
年华暨第二届环富阳骑游大会将于9月16日在
富春江畔登场，上千名来自浙江各地和台湾的
骑友将骑行富春山水，挑战自我。

富阳地处“西湖—富春江—千岛湖—黄
山”国家级黄金旅游线的前站，是典型的江南
山水城市，“参与环浙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骑行
的同时领略更多的风景。”富阳区自行车协会
会长胡曙光介绍，在富阳举办自行车活动，对
当地体育+旅游的发展模式能够起到积极的宣
传，并以这种健康出行的方式来宣传富阳的自
然山水。

2018 年环浙自行车嘉年华属于骑游挑战
性质，只计成绩不排名，是非竞技类骑行活
动。此次骑游大会以”骑游富春山居，共叙两
岸情谊“为主题，共有来自浙江省内和上海、江
苏以及台湾等地区的800多名骑手和130多名”
萌娃“报名参加。届时骑游大会将设全程挑战
者、休闲半程组、智能骑行、萌娃平衡车、Boss
组，另外设置萌娃平衡车挑战赛等组别。全程
挑战组将从东吴公园出发，经过银湖、春建、永
昌、新登、洞桥、胥口、渌渚、新桐、场口、龙门等
乡镇（街道）共160公里的路程，半程组从东吴
公园出发经过鹿山、渌渚后汇入全程组线路共
71公里。

主办方提醒，本挑战活动非竞赛性质，为
自我挑战活动，依国际惯例不提供交通管制，
部分路段由主办方或义工进行交通疏导，请所
有选手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周末千人骑游富春山水

资料图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许崇葳）今天上
午8点半至下午2点，富阳区民营（私营）企业个
体工商户秋季人力资源招聘会将在区人社局人
力资源交流服务大厅（永和大厦一楼）举行。

此次招聘会由区人社局、富阳区私（民）营
企业协会和富阳区个体劳动者协会联合主办。
杭州日月电器有限公司、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等近60家企
业带来了284个岗位，需求人数达一千余人，涉
及操作、销售、行政、接待、设计、内勤等岗位。

今天有一场秋季招聘会

下周二区住建局局长
现场接听市民来电

本报讯（通讯员 楼烨华 记者 张柳静）9
月 4 日上午，区商务局局长方红娟来到区长
公开电话受理中心，现场接听市民来电。来
电主要涉及商业预付卡等消费纠纷问题，来
电均已当场处理答复。

针对老百姓反映较多的预付卡办理及退
卡等问题，商务局将通过电话督促沟通、主动
上门协调、约谈联合处置等方式处理。

当前，全区正在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三年
专项行动，对于商贸领域涉及敲诈勒索、欺行
霸市、强买强卖等情况，将按照保密要求，对
线索进行核实，查证属实的，将严厉打击，绝
不姑息。

为更好地倾听民声，传递民情，疏解民意，
9月18日（下周二）9:00—11:00，区住建局局长
到区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区统一政务咨询投
诉举报处置中心）现场接听市民来电。

接听范围：受理住房保障、市政基础设施、
物业管理、购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咨询、投诉
举报及意见建议等。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刘宇涛
李建新）2018年富阳区科技项目开始征
集啦。符合条件在富阳区注册或登记
的企事业单位，均可提出申报。

重点支持新兴产业
此次申报，分工业项目、产学研合

作项目、农业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四
类。补助方式则分为事前补助项目和
事后补助项目两类。其中，事前补助项
目指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及相关活动处
于准备、启动或在研阶段，预期可去的
经济社会效益的科技项目。事业类单
位承担的项目，采用事前补助方式；事
后补助项目指承担单位利用其自有资

金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及相关活动，
达到一定技术水平，并已取得一定经济
社会效益且完成或基本完成项目资金
投入的科技项目。企业类单位承担的
项目，采用事后补助方式。

据了解，富阳区鼓励企事业单位与
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合作，并
共同申报科技项目。其中，工业项目重
点支持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智能技术、军民融
合的科研攻关项目以及传统产业关键共
性技术和产业链眼神产品的科研攻关项
目；产学研项目重点支持我区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先进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
息、物联网、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
源、新材料等领域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

传统产业的项目，与我区建立地校合作
关系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实施的成果
转化项目，参加省、杭州市、富阳区等科
技部门组织的产学研对接活动签约项
目；农业项目重点支持现代种业、智慧农
业、生态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
社会发展项目重点支持资源环境、节能
减排、城建交通、公共安全（包括消防）、
医疗卫生、健康产业等领域。

申报流程分两步
今年的科技项目申报，采取网络申

报与书面报送相结合的方式。
首先，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需通过

杭州市富阳区产业发展扶持信息平台

提出申请，把填写的表格及上传的资料
全部打印一式六份。然后，将纸质资料
报所在的乡镇（街道）或业务主管部门
（区农林局、区卫计局等）进行预审。预
审通过后将材料提交至区科技局，逾期
不予受理。纸质材料要求装订成册，加
目录和页码，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网络申报受理时间从即日起截
至 9 月 30 日，逾期未申报的将不再受
理，咨询电话：区科
技局 63323695；区财
政局 61710585；书面
材 料 受 理 时 间 截 至
10 月 8 日，由区科技
局 各 业 务 科 室 分 头
受理。

2018年富阳区科技项目开始申报啦

扫码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