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赞美丽富阳

《带点春到上海》
《带点春到北京》
《带点春到西安》

……
天南海北富阳人

将“富阳的春”带到了五湖四海

“带春体”
走红朋友圈
创作者盛国宏

邀请大家一起来写富阳的春天

看点 5版

绿城富春和园：
春光乍泄好风景
6万多平方米的绿化带
10余种品类不一的花

《身边的美景你们小区有吗》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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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到阴。今天气温8－19℃，平均相对湿度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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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探访富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富阳污水处理厂

环保教育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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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邪教广场舞大赛
开始报名

最高奖金10000元

要闻 2版

富阳法院判处
以“花姐”为首的犯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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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孕试纸难测宫外孕
近期富阳多名女子险些因此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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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4月10日，
随着混凝土泵车长臂缓缓浇筑最后
一段顶板，标志着杭富地铁富春站车
站主体顺利封顶。这也是杭富地铁
11个标段中首座封顶的车站，比预定
工期提早了10天。

富春站总长196米，为地下二层
岛式站台、地下两层三跨箱形框架
结构车站，其有效站台长 120 米，标
准段总净宽 20.3 米，共设四个出入
口、两组风亭，主体结构顶板覆土约
3 米，标准段埋深约 16.11 米。主体
结顶完成之后，中铁一局将在 4 月
15日前后完成所有模板支架拆除工
作。

据杭富7标项目部负责人介绍，
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杭富7标项目部
全体参建人员克服周边环境复杂、不
良地质条件等困难，强化施工风险过
程管控，严格执行标准化管理和精细
化操作，确保了富春站主体提前 10
天完成封顶。车站封顶为下一步全
力组织盾构掘进及转入附属施工创
造了条件。

根据计划，高教路站至富春站
区间的盾构掘进工作将于4月15日
始发，富春站至桂花路站区间盾构
则将于5月15日正式启动。而早在
3 月 15 日已经启动盾构掘进的高教
路站至汽车北站区间，目前各项工
作进展顺利，已经完成区间掘进
196.8米。

杭富地铁城区段建设进展顺利
的同时，320国道段的各项工作也在
紧张有序推进之中。截至目前，320

国道段的4个车站和1个远期预留改
造车站已全面开启主体建设的土方
开 挖 工 作 ，累 计 完 成 工 作 量 的
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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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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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正在进行快速路 4、5、6 号隧道围
护桩、抗拔桩和立柱桩施工，以及隧
道冠梁挡墙施工和隧道土方开挖。

截至目前，4 号隧道已完成围护桩
2803根，完成比例97.9%；5号隧道已
完 成 围 护 桩 5850 根 ，完 成 比 例
93.5%；6 号隧道已完成围护桩 2103
根，完成比例60.6%。

杭富地铁富春站主体封顶
这是杭富地铁11个标段中首座封顶的车站
4月底启动富春站至桂花路站盾构掘进工作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4月10日至
12日，区委书记朱党其带领富阳区党政
代表团赴贵州省锦屏县开展对口帮扶
工作，并召开富阳区·锦屏县东西部扶
贫协作高层联席会议。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锦屏县委
书记毛有智，锦屏县委副书记、县长刘
明波等党政班子领导参加。

锦屏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总人口
23万，其中少数民族占87.64%，是新阶
段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截至 2018
年，全县有贫困村112个，占比59.89%，
其中深度贫困村76个，占比40.64%，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8992户、78312人，
贫困发生率为38.48%。

2013年以来，富阳区累计为锦屏县
提供帮扶资金4711.668万元，实施项目
63个，涵盖教育、基础设施、产业扶贫、
卫生、水利、招商、培训等方面。2017年

11月，富阳启动对锦屏县新一轮对口帮
扶工作，围绕组织领导、人才支援、资金
项目、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携手奔小康
六方面，用心用情用力帮扶锦屏发展。
2018年以来，通过加大交流互访、人才
交流，实施助力产业发展、培训就业、锦
货入富、返乡创业、旅游扶贫、减贫摘帽
等举措，直接帮助锦屏县937户4101名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毛有智对富阳 6 年来的支持表示
感谢。他说，富阳对口帮扶锦屏，是锦
屏之幸，是全县人民之福，是难得的历
史机遇。自 2013 年富阳帮扶锦屏以
来，真帮实扶，真金白银，扶到点上、扶
到根上，让人备感温暖。锦屏人民将

“吃水不忘挖井人”，用足用好帮扶之
力，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利用丰富的
自然资源、浓厚的文化底蕴、便利的交
通优势，围绕“五大产业”和乡村振兴，

进一步打造康养之城、运动之城和木商
文化名城，实现全域发展。

“时隔一年再到锦屏，县城整洁有
序、温馨文明，靓丽风采让人耳目一
新。”联席会议上，朱党其畅谈此次考察
锦屏的感受。他说，锦屏县社会经济各
项事业快速发展，得益于锦屏县委县政
府的战略布局，得益于全县党员干部群
众的共同努力。锦屏县围绕脱贫攻坚，
积极破解贫困人口教育、就业难题，注
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做法令人
钦佩。在深入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等工作中，干部精神状态高
昂、思路清晰、措施务实、作风踏实，值
得富阳借鉴。

朱党其说，近年来随着对口帮扶
工作的不断深入，两地合作更加紧密，
齐心协力打好扶贫攻坚战，两地政府
和社会层面合作交流基础愈发牢固，

友谊更加深厚。接下来，希望两地合
作更深入、联系更紧密、来往更频繁。
要充分发挥两地优势，进一步增强政
府和社会层面的交流合作，加大人才
交流、技术交流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扎实做好对口帮扶各项工作，全力助
推锦屏县打赢脱贫攻坚战。他衷心祝
愿锦屏县人民群众在县委县政府的带
领下，早日脱贫致富，也真诚欢迎锦屏
县领导到富阳调研指导工作，共叙两
地情谊。

会上，富阳区向锦屏县捐赠对口帮
扶基金。在锦屏期间，朱党其一行还走
访慰问了贫困户，实地踏看三江镇滨江
路 0408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对口
帮扶项目锦屏县示范幼儿园，考察了锦
屏县大数据中心，并前往潘寨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调研配套幼儿园和扶贫车
间项目。

富阳党政代表团
赴贵州锦屏开展对口帮扶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昨日下午，
富阳举行城市品质价值论坛暨招商引
资大会，向来自国内外的 80 多家知名
企业推介富阳投资环境，发布城市价值
报告。区领导吴玉凤、王洪光、喻乃群
参加。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致欢迎
辞。她指出，当前的富阳聚焦高新产业
发展、高品质城市建设、高水平社会治
理，正迈入转型发展的黄金期。首先，
富阳已迎来“大机遇”，基于浙江省全面

实施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
设行动计划、杭州市全面推进拥江发展
行动，富阳已经搭上了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快车。其次，富阳正实
施“大开发”，2019年富阳转型发展转段
升级，开启全面建设，以“三铁三高三快
速”为架构的都市交通圈已日渐清晰，
秦望城市眼、杭州富春湾高铁新城、地
铁商业圈、亚运综合体等城市核心区逐
步成型，城市能级不断提升。再次，富
阳将提升“大配套”，这两年富阳将引进

落地一批省、市优质医疗、教育资源，签
约落户大批优质项目，公共服务配套不
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富阳
加快与杭州大都市一体化发展的新时
代已全面来临。

随后，浙江在线·住在杭州网首席
评论员、浙报传媒地产研究院院长丁建
刚发布《富阳城市副中心人居价值》报
告并主持座谈交流。与会嘉宾一致表
达了对富阳发展的信心，认为依托于得
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资源、广阔的土地空

间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不断
凸显的交通区位优势，富阳经济腾飞指
日可待。

最后，吴玉凤向四方宾客发出了来
富创新创业的邀请。她说，富阳山水清
丽、底蕴深厚，作为杭州最具潜力、最具
动能的新城区，是创新创富的“宝地”。
希望有更多的知名企业关注富阳、有更
多的优质项目落户富阳，加入到投资创
富的行列中来，共建共享富裕阳光的大
都市新型城区。

富阳城市品质价值论坛暨招商引资大会举行

富阳向国内外企业
发出创新创业邀请

《富阳城市副中心人居价值》报告同时发布

富阳今起
可乘高铁去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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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本周末
开启回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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