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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

上午阴有小到中雨，下午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气温：13—17℃
平均相对湿度 90%

明天

多云到晴

后天

多云转阴有小雨
气温：
10—19℃

气温：
9—18℃

今年冬季偏暖概率较高
明天有望迎来一段短暂的晴好天气，但气温有所下降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进入 11 月
以来，富阳阴雨缠绵，停停下下的雨
水似乎没完没了。幸好，冷空气赶来
驱散暖湿气流，重新带来明媚的阳
光，今天夜里到后天上午，我们有望
迎来一段短暂的晴好天气。
区气象台最新预测，今天上午仍
有小到中雨，下午起雨渐止转阴到多
云，夜里转为多云天气。明天将是一
个完整的晴天，但气温有所下降，早
晨最低气温降至个位数，预计平原地
区 9℃左右，山区更低一些，7℃上下，
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的最
高气温也不高，预计 18℃。
至于周末的天气，目前来看，周
六多云转小雨，周日雨量比较集中。
由于冷空气影响，这两天的天气回升
幅度不大，最低气温 10℃出头，体感
湿冷，大家不妨安排些室内活动。
对于今年秋冬季的天气趋势，新
浪微博“@中国天气”昨天发出最新

史统计来看，大多数发生厄尔尼诺事
件的年份，我国冬季整体气温比常年
冬季偏高的概率较高。
据预测，今年冬季我国出现大范
围、持续时间长的冰冻雨雪灾害天气
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也不排除阶段性
强降温事件的发生，需关注临近天气
预报。
同时，冬季偏暖往往意味着冷空
气偏弱，静稳天气可能要比常年多一
些，大气污染物扩散条件要比常年差
一些，
大家要当心雾霾带来的困扰。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1 月 8 日）
空气质量指数
空气质量级别
空气质量描述
首要污染物

新登湘溪立冬活动（天气拍客 陈恒 摄）
消息：接下来将形成厄尔尼诺事件，
我国今冬或偏暖。
据国家气候中心分析，进入 10
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温

度出现大范围偏暖，且强度和持续时
间达到一定条件，这种现象被称为厄
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事件是影响
我国天气气候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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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8 年 11 月 7 日 16 时发布

鼎杰公司捐赠 20 万元石材
为建造景山阻击战纪念公园出力

本 报 讯（记 者 倪 华 华 王 杰 通 讯
员 夏恋恋）昨日上午，景山阻击战纪
念公园捐赠仪式在常安镇景山公园举
行。仪式上，鼎杰石材有限公司董事
长华元龙为公园建设捐赠价值 20 万元
的石材。
华杰，是鼎杰石材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黄埔后人。
他说：
“3 年前，听到政府计划建造景山
阻击战纪念公园的规划，我们就想为这
个项目出点绵薄之力。建造公园需要
大量的石材，恰好我们是做石材生意
的，因此决定捐献这 20 万元的石材。”
1940 年 10 月 14 日，国民党陆军 79
师 235、237 团与日军在富阳景山乡（今
常安镇）展开激战，成功阻击了日军南
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此役在历
史上被称为景山阻击战，也叫沧头黄泥

山阻击战。1941 年，在中共地下党员何
益生的倡导下，景山乡民众在距离战场
不远的地方（今常安镇东风村黄金坞自
然村）竖立了一块“陆军七十九师抗战
阵亡将士纪念碑”，以纪念在战役中阵
亡的将士，碑文记载了这次战斗以及在
战斗中牺牲军官的姓名。
为纪念景山阻击战，弘扬抗战精
神和爱国热情，今年 3 月，景山阻击战
纪念公园开工建设，项目择址紫和山
（距离纪念碑现址 300 米远），总投资
215 万元，用地面积 4.87 亩，建筑面积
214.4 平方米。紫和山海拔 100 米，位
于桐常线公路边，交通便利，是景山阻
击战战场的组成部分，山顶可观景山
阻击战战场全景。
目前，公园建筑主体结构已完成，
展陈资料收集进展顺利，即将进行装

景山阻击战纪念公园建筑主体结构已完成
修和布展。届时，景山阻击战纪念公
园将成为一个集爱国主义教育、先烈

祭奠与百姓休闲为一体的抗战文化主
题公园。

隐瞒病情入职 企业可否辞退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许慧）
员工和用人单位的关系说来有些微妙，
不过好的关系一定建立在互相坦诚的
基础上。近日，东洲一位员工就因为隐
瞒病情，被辞退了。
今年 4 月，小李入职东洲工业功能
区某企业。入职时，企业为员工安排了
体检，因害怕失去新工作，小李没有将
自己患有癫痫病的情况说明。然而，8
月份，小李还是因为癫痫病复发，在工
作现场昏迷过去。所幸单位及时将人
送到了医院，
没有大碍。

事后，经单位多方调查，发现了小
李故意隐瞒病情的事实。同时，该单位
认为，患有癫痫病的员工在一线工作始
终是个隐患，于是提出解除与小李的劳
动合同。不服气的小李遂向东洲街道
劳动保障监察中队求助。
根据《劳动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
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
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
监察人员调查了解事实经过后认为，本
案中，该企业为新入职的员工安排了体
检，但小李没有如实说明自己的身体状

况，在体检时隐瞒了患有癫痫病的事
实，
导致企业误信录用。
另外，
《劳动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
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
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
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本案中，因
小李的病情比较特殊，不发病时和正常
人无异，但随时会发病，发病时如果没

有人员在场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对企业
来说无疑是个定时炸弹。对企业来说，
这种情况属于劳动者客观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所以，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是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
劳动监察部门表示，本案中涉及了
是否招用患有癫痫病劳动者的问题，并
不是说企业不能招用这类人员，更不能
歧视患有癫痫病的劳动者，而是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双方在招用问题上，都必须
尊重对方的客观事实，坦诚相待，协商
一致，
然后尽量履行好双方的职责。

富阳举行出租车行业大比武

优质的哥的姐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讯（记者 方梁 通讯员 周国妹）
6 日上午，富阳出租车行业的大比武在
东吴文化公园启动，从 9 家出租车公司
按车辆数比例随机抽取的 30 辆出租车
分别接受行风监督员的跟车考评，比拼
服务质量和行车文明。这场比武是由区
道路运输管理处主办，
是 2018 年富阳区
出租车行业优质服务和文明行车综合素
质竞赛的其中一项内容，比武结果将与
日常暗访结果及驾驶员全年营运表现结
合起来，
最终确定竞赛名次。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竞赛有 3 个不
同的特点，一是富阳区域内 9 家出租车
公司的 294 辆出租车及其驾驶员全员
参与；二是暗访明查相结合；三是与日
常经营情况、违章情况、好人好事等相

结合，全面考核参赛者。
具体来说，今年竞赛的内容包括车
容车貌（含车内车外）、设施设备、标志
标识、司机仪容仪表、司机服务规范流
程、司机文明行车和遵章守法情况以及
车辆、驾驶员 1 年来的违章情况和好人
好事等。比赛分暗访和现场比赛两部
分，暗访由评委通过视频监控随机抽查
和随机乘车的方式进行，而当天的比武
即现场比赛，从 9 家公司按比例抽取 30
辆车参加，出发点、终点设在东吴文化
公园，比赛线路由随车评委自主确定，
最后对照评分标准打分。
据悉，竞赛结果将于近日公布，从
2013 年开始，区运管处每年都会组织关
于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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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量比去年减少了 40%左右

记者从区运管处了解到，今年富阳
巡游出租车的投诉量比去年至少减少
了 40%左右。
2016 年以来，富阳淘汰原有 269 辆
出租车，并按照杭州主城区统一标准新
投入 294 辆巡游出租车；核定新一轮的
6 年经营期限，完善出租车服务质量信
誉考核办法，并与企业、车辆经营权奖
惩有机结合；安装车辆动态监控视频；
调整出租车运价体制，与杭州主城区保
持一致，并打通杭州主城区和富阳经营
范围，努力保证驾驶员的合理收入；加
大非现场执法力度，创新路面检查方
式，建立“有责投诉零放过”制度，通过

各种执法手段和加大处罚力度提高服
务质量、规范经营行为；完善出租车从
业资格考试制度，严把人员准入关，加
强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全员继续教育，提
高巡游出租车驾驶员综合素质；加强对
无证网约车的管理和检查力度。
通过上述制度和办法的实施，今
年巡游出租车每月有责投诉仅 6 件左
右，同期至少减少了 40%左右。同时，
出租车行业的一些歪风邪气也得到了
根本性转变，拾金不昧、救死扶伤等好
人好事层出不穷，今年 1—10 月，出租
车 驾 驶 员 已 上 交 手 机 43 只 、箱 包 29
只、其他物品 25 件、现金 19479 元。

区首届戏剧曲艺大赛举行，
为期两天

24 个节目谁能进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何立）昨日，
2018“家在富春江上”富阳区首届戏剧曲艺大赛
在富春山馆报告厅举行复赛暨选拔赛（为期两
天），共有 24 个乡镇（街道）的 24 个节目参加复
赛，
将选拔出 12 个节目参加总决赛暨颁奖晚会。
此次大赛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新局主办，
区文化馆承办。大赛要求参赛节目为新创作
的，能反映现实生活、歌颂改革开放发展新成
果。按照大赛主旨要求，区文化馆精心组织，各
乡镇（街道）积极准备，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当
地特色的戏剧曲艺节目。乡镇（街道）各自经过
初赛，选送的节目形式丰富，有快板、小品、情景
剧、说唱、三句半等，参赛的节目内容富有时代
气息，
《动起来更健康》
《阳光家园》
《古镇新貌》
《幸福家园》
《美丽庭院靠大家》等节目大多反映
了新农村建设和美丽庭院创建，更有反映邻里
亲情和社会现象的，都以身边事身边人来夸赞
家乡新变化，体现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表演
上也展示了演员们的“功力”，特别是一些带有
方言的表演，更“草根”、更“接地气”，也更受现
场观众的欢迎。
据悉，总决赛暂定 11 月 22 日在影剧院举
行，届时将评选出表演金奖、银奖、铜奖若干，剧
本创作奖、优秀组织奖若干。

今起农林项目开始申报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裘雪龙）昨
日，区农林局组织举办 2019 年财政农林专项资
金项目申报培训班。
培训班具体解读了 2019 年农林项目申报指
南，
同时就项目申报要求、
时间节点、
申报材料和
网上申报等事项作了辅导、
说明。各乡镇（街道）
分管农业负责人、农业公共服务站站长、农林项
目管理人员及农林局属各业务科站负责人、
项目
管理人员等 80 余人参加培训。会议明确，
11 月 8
日起，
2019 年富阳区农林项目开始申报。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和规范财
政农林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更好地支持富阳现代农林业发展，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根据有关农林项目和资金管理办
法等文件精神，10 月底，区农林局会同区财政局
联合下发了《杭州市富阳区 2019 年度财政农林
专项资金项目立项指南》。
据介绍，2019 年农林项目申报共分农林产
业发展、农林基础设施建设、农林生态三个专
项，种植业、养殖业等 20 个大类，注册地在本区
的农（林）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种养大
户、家庭农（林）场、农（林）业科研机构、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均可
作为项目申报主体进行申报。申报时间从 11
月 8 日开始至 11 月 30 日结束（逾期不再受理），
申报地点为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
关于此次申报的具体
内容可咨询各乡镇（街道）
农办，或者用手机扫描右
边二维码。

群众举报新登一非法医疗美容

结果
“全能选手”
“下线”
了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姜芳芳）近
日，区卫生监督所接到群众举报，称新登登城南
路一间工作室在进行非法医疗美容项目。
执法人员敲门后，
进入房间内，
发现有顾客躺
在美容床上，
经询问，
老板夏某某正在实施双眼皮
埋线手术。顾客说自己是通过朋友介绍来做双眼
皮，
对操作过程或夏某某的情况并不清楚。
在现场，执法人员发现冰箱内藏有肉毒素，
其他地方还放置着激光仪器、水光针、超声刀等
药品、器械。在垃圾桶内，执法人员还翻查到了
使用后的线雕针、注射器、带血的棉球、利多卡
因以及“瑞蓝”玻尿酸。夏某某交代，
“ 瑞蓝”玻
尿酸、肉毒素产品是她在网上购买的。
夏某某说，今年 5 月起，她开始做这一行，
她给人做过面膜、美甲、美睫、双眼皮埋线、激光
脱毛等项目。店内员工施某某说，她做过清洁、
补水、脱毛等项目，通过介绍顾客做线雕，夏某
某给她介绍费。
夏某某看似是美容界的“全能选手”，但她
至今没有办理过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也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与医师资格。毫无悬
念，这个无证生活美容兼非法医疗美容窝点被
取缔了。
同时，这位 1990 年出生的夏某某还将面临
法律的制裁，因销售假药涉嫌触犯刑法，该案将
移送公安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