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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经过 1 个多月的筹
备，“阳光城山水悦江府杯”第十四届富阳十大
百姓新闻人物颁奖礼将于明日下午4点在富阳
文创大厦举行。届时，本报将通过新媒体渠
道，对颁奖礼盛况进行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富阳十大百姓新闻人物评选是本报的品
牌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4年。本届活动从
1 月初启动，1 月 25 日产生 20 位候选人名单。
名单产生并公布后，众多市民通过纸质选票、
本报官方微信两个投票渠道积极参与评选，支
持心中的2018年度富阳“草根英雄”。值得一
提的是，本报官微关于候选人物介绍及投票的
报道，点击量超过了4.5万。

本报共收到纸质选票数千张、微信投票近
3万票。经综合评定，“阳光城山水悦江府杯”
第十四届富阳十大百姓新闻人物分别是：吴洋
晨，“1·6”事故抬车救人好汉团，叶亚珍，孙军，
徐兵，冯侃，戚昕舣，金健勇，郑蓉，杨文浩、孟
益华（以报道先后排序）。

过完春节，本报便开始筹备本次颁奖礼。
以往的每一次颁奖礼都举行得隆重而温馨，每
一位观众的心灵都能得到一次真善美的洗涤，
感受到“草根英雄”们的爱心、勇气和智慧，从
中获得前进的动力。相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如果你无法亲临观礼，也不用遗憾，“无线
富阳”APP届时将同步开启视频直播和图文直
播，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感受到现场蓬勃的
正能量。

“阳光城山水悦江府杯”
第十四届富阳十大
百姓新闻人物评选

百姓新闻人物
颁奖礼明日举行

天下 8版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昨日上午，
2019 年富阳区第一期“富春名家大讲
堂”开讲。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理事长
王国平应邀作“打造新型城镇化2.0的
思考”专题报告。

区委书记朱党其主持讲座。吴玉
凤、汤金华、陆洪勤等区四套班子领导、
法检两长、开发区主任、副区级领导、区
人武部部长等近 600 人共同聆听这一
场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为一体的“思
想盛宴”。

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的城
镇化已从“速度型”转向“质量型”，更
注重的是提升生活在城镇里的人的幸
福感。王国平的讲座围绕“七个新突
破”展开。他指出，要着力在坚持“美
好生活”目标定位上求得新突破，在坚

持城市群主体形态上求得新突破，在
坚持“两轮驱动”发展路径上求得新突
破，在坚持城市国际化发展导向上求
得新突破，在坚持“四化同步”上求得
新突破，在坚持“XOD+PPP+EPC”发
展模式上求得新突破，在坚持“六高”
方针上求得新突破，才能真正推进新
型城市化高质量发展，实现在新起点
上取得新突破。

王国平对富阳的城市发展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王国平认为，城市的规
划、管理、建设只是手段，城市发展的终
极目标应该是美好生活。富阳在转型
发展的过程中，要以品质争高低、以特
色论输赢，坚持从“品位”和“质量”相统
一的角度出发，以提升城镇的人文文
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追求“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真正使我们的新

型城镇变成具有较高品质居住环境和
较高产业提升功能的一个重要片区，打
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最美示范区。

王国平指出，要坚持城市群为主体
形态，处理好“自转”与“公转”的关系。
对富阳而言，所谓“自转”，是要积极融入
大杭州，加快构建起以富春江和地铁沿
线为主轴，以秦望“城市眼”和杭州富春
湾新城为核心，以精品街区、精品江景、
精品河道为肌理，以美丽乡村为底板的
城市格局。所谓“公转”，是指富阳要着
眼于杭州市区、杭州都市区、环杭州湾城
市群、长三角都市群的发展，通过规划共
绘、设施共联、市场共构、产业共兴、品牌
共推、环境共建、土地共谋、社会共享、机
制共创，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
进浙商、富商回归，提升国际合作层次，

努力实现都市圈、城市群背景下更有质
量、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要充分
利用TOD模式的集聚效应，一揽子研究
并解决高铁线、高铁站、高铁枢纽、高铁
组团、高铁经济、高铁时代等6个方面的
问题，以高铁、高速公路、快速路为骨干，
以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深度衔接为重点，
积极对接杭州都市交通规划，加快建设

“高铁新城”，着力构建互联互通的立体
交通体系。

“当干部，要有在骂声中奋斗、在骂
声中成长的思想准备，正确处理‘骂一阵
子’与‘骂一辈子’的关系。”王国平寄语
全体富阳干部，富阳转型发展的方向是
正确的，全体干部要想干、愿干、敢干、会
干、拼命干，干别人不想干不愿干的事，
干别人不敢干不会干的事，力争在今后
再干成一批要事、大事、实事、好事。

2019年首期“富春名家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摄影 朱啸
尘 通讯员 张冰清）自从2017年7月启
动建设以来，地铁建设的一举一动牵
动着全区人民的心。3 月 15 日，杭富
地铁高教路站至汽车北站站区间（以
下站点名称均为工程站点名）将率先
启动双台盾构首发，开启地下盾构掘
进工作。

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杭富
地铁富阳境内的盾构掘进工作将在6
月之前全面开启，挖掘出16.8公里的
地下隧道。根据工程进度安排，预计
到 2020 年 6 月完成主体施工后，地铁
建设将进入为期6个月的附属工程建
设阶段。

两台“巨无霸”同时作业
每天24小时不间断施工

地铁盾构机的威力，在钻凿领
域里无人匹敌，地铁隧道就是靠它
挖 出 来 的 ，它 们 也 被 形 象 比 喻 为

“城市穿山甲”。
在车站主体建设接近尾声的高

教路站，记者进入距离地面 17 米的
地下，见到了整装待发的地铁盾构
机。这是一个各种电器设备、动力
设备连接在一起形成的 70 米长的
机械长廊。盾构机的最前端，是一
个直径 6.48 米、长 9.3 米的盾体，在
千斤顶的推力下，前端刀盘旋转前
进，以此掘开土层、切削土体。与
盾体相连的数十米自动运输带负
责将挖掘出的土方运输至尾端轨
道车，挖掘出的土方可以源源不断
地送出隧道。

在地下挖出一条隧道后，盾构
机如何抵抗土层的巨大压力？中
铁一局杭富地铁项目盾构项目部
常务副经理高广沂介绍，盾构机在

“吃土”前进的同时，盾构机上的一
台管片拼装机将自动进行管片安
装 ，相 当 于 给 隧 道 壁 装 上“ 金 钟
罩”。管片是依照隧道壁大小预制
的钢筋混凝土片，每一片都经过严
格的抗压和抗水试验，能完全适应
地下巨大的土压。当机器启动作
业时，地下盾构机可以实现土方挖
掘、运输、通道内壁管片安装等多
工序交叉作业。此外，施工作业时
有特殊工艺，能够让土层中的水不
会渗出管片、流入隧道。

由于富阳地下圆砾石层较多，
地质较杭州城区等区域的地下软
土层更复杂，盾构掘进难度较大，
掘进速度也会相对慢一些。高广

沂介绍，由中铁一局负责的地铁城
区段共有 3 个区间，长度共计 4.3 公
里，每个区间安排两台盾构机同时
作业，24 小时不间断施工，预计每
台机器每天可掘进 6 至 8 米，每个
区间预计工期 8 至 9 个月。

地上地下安全实时监控
噪声和震动影响可忽略

一旦盾构工作启动，盾构机像“穿
山甲”一般在地下悄然前进，24小时不
间断施工。那么，盾构机在挖掘隧道

的时候，地面交通会不会受到影响？
路面安全如何保障？

“盾构机施工作业时，地上区域不
做隔离处置，行人车辆可以照常通
行。”杭富地铁项目安全质量总监陈斌
介绍，当前的盾构技术能够实现地下
作业时不影响地面通行。为了确保地
上地下的安全，实时盾构作业的车站
区间实行全线监控，施工方在地表和
其他邻近建筑物上设置了上千个监测
点，24小时不间断监控沉降情况。监
测数据会同步传送至项目监控室、项
目指挥部、杭州地铁集团和中铁一局
本部，进行专业的监测数据分析。施

工过程中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从监
控数据上反映出来，专家组会组织分
析并指导现场，做到随时反映、随时采
取措施。

盾构掘进会不会对地面造成噪声
污染？“盾构机作业距离地面 10 米左
右，基本上不会对地面产生噪声影
响。”陈斌介绍，在富阳使用的盾构机
是电力驱动的，不用爆破也不用内燃
机。这样的施工方法，既免除了爆破
时可能产生的粉尘和噪声，也免除了
内燃机轰隆的噪声及产生的废气，所
以地上行人不会感到地下颤动，更不
会听见噪声。

杭富地铁项目全长 23.508 公里，
其中富阳区境内16.871公里。全线共
设车站 11 座，均为地下，平均站间距
约为2.3公里。

富阳段设地下车站 8 座，远期预
留改造设置车站条件的风井 1 座，并
在富阳高桥设宋家塘车辆综合基地1

座。
杭富地铁富阳段分为城区段和

320 国道段。截至目前，城区段的汽
车北站站、高教路站、富春站、桂花路
站（均为工程站点名）的车站主体土
方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车站主体结
构中板、顶板施工和土方清运等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中。320 国道段的 4 个
车站和1个远期预留改造车站已全面
开启车站主体建设的土方开挖工
作。为进一步提高施工效率，320 国
道段的各个车站在完成接收井建设
后，同步推进盾构掘进和车站主体建
设。

此外，与杭富地铁 320 国道段同
步推进施工的彩虹快速路西延工程已
经完成管线迁改工作。目前，项目围
护结构正在有序推进，底板浇筑工作
已经启动，一期交改总量为 3418 米，
现 累 计 完 成 2900 米 ，累 计 完 成
84.80%。

在高教路站，地铁盾构机整装待发

新闻附件 杭富地铁目前最新进展

杭富地铁富阳城区段
地下掘进工程今日正式启动

富阳境内的盾构掘进工作将于6月前全面开启，挖掘出16.8公里的地下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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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民生任务
有了时间表

党员干部违规插手工程项目建设
公务接待违规饮酒和超标准问题
违规发放福利问题、违规兼职问题

区纪委监委启动
4项专项治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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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行政事业单位
干部职工疗休养

服务品质将更高
行程安排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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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本报启动寻“花”行动
邀你提供赏花地线索
第一季将走近野樱花

资讯 7版

双休日春意渐浓
下周最高气温或“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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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小作坊能一步步做大
秘诀只有一条：诚信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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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
今日会见中外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