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期回顾
4月9日，区农业农村局局长俞加

兴在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共接到群众来
电13个。来电反映既有与区农业农村
局职责相关的农村改地项目、土地承

包、村民股权、农村土地确权、农村饮
用水等问题，又有垃圾乱倒、违章建筑
等其他问题。所有接听来电按工作流
程正在处理中。

本报讯（通讯员 楼烨华）为更好
地倾听民声，传递民情，疏解民意，4月
16 日（下周二）9:00—11:00，区卫生健
康局局长蒋庆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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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拨打“63312345”热
线反映的各类问题。

下周二区卫健局局长现场接听市民来电

交通安全出行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王坤明）
昨天上午，交警城区中队民警在富春街
开展了一场机动车禁鸣集中整治行动，
现场对机动车禁鸣行为进行执法。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过往车辆都
能自觉遵守禁鸣规定，没有发现鸣喇叭
的现象。“这可能与上午这一路段车流量
较少有关，但根据我们的统计，即便是在
道路空旷的时候，一些司机也存在随意
鸣喇叭的现象。近段时间以来，富春街

路段平均每天都会抓拍到 10 辆违反禁
鸣规定的车辆。”城区中队民警金峰介
绍，很多司机由于长期以来养成的开车
习惯，一遇到情况就会下意识地按汽车
喇叭，甚至在夜间，有的司机也会无缘无
故按上几下。

金峰说：“按喇叭一方面会产生大量
噪音，另一方面，对前方车辆和行人也不
一定能产生有效的指向性提示效果。所
以，如果没有行人和电动车突然出现这

类特殊情况，最好不要鸣喇叭，改用变换
远近灯光的方式来提醒前方车辆和行
人。”

自今年2月14日开展针对城区机动
车禁鸣的治理行动至今，交警部门共抓
拍机动车违反禁鸣规定行为498起。接
下来，交警部门将对这些行为进行核对，
并做出相应处理。交警部门在此呼吁广
大司机，为营造一个低噪安静的城市环
境，在城区开车请不要按喇叭。

两个月抓拍机动车违反禁鸣498起
交警呼吁在城区开车请勿鸣喇叭

本报讯（记者 姜炜）4月15日9点至
11 点，城区玉长城广场将开展“交通安
全、从‘头’做起、幸‘盔’有你”广场交通
安全宣传活动，现场免费赠送2000顶电
动自行车头盔。

本次活动由区文明办、公安富阳分

局交警大队主办，区教育局、区卫健局、
区法院、团区委、人保富阳支公司协办。
现场市民可凭有效证件，并在微信朋友
圈转发“富阳发布”和“富阳交警”微信公
众号推送的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倡议
书》，免费获赠一顶头盔，已参与人保电

动自行车保险的市民优先赠送。
此外，现场还有电动自行车、电动三

轮车保险业务咨询、交通安全咨询、涉电
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调解和诉讼法律咨
询等系列活动。

4月15日将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现场2000顶头盔免费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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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19年4月11日16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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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开启回暖进程
下周阴雨天气增多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一下热到
只穿短袖，一下冷到毛衣加身，真是应
接不暇。”正如微信朋友圈里的网友吐
槽，本周以来，富阳人一起体验了“过山
车”式的气温变化。幸好，马上到来的
周末，天气回归平静，气温也将稳步回
升，最美四月天再次上演。

昨天早晨，全区各地的最低气温都
在10℃以下，由于雨水迟迟不退场，升
温乏力，到了中午也只有11℃左右，人
体感觉冷飕飕的。区气象台预测说，此
轮冷空气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今天开
始到周末，富阳重新开启回暖进程。

让人欣慰的是，接下来的升温步伐
比较稳健，不会出现一下子冲击30℃的

“爆暖”天气。今天最高气温升至19℃
左右，周末气温舒适，最高22—24℃，白
天适宜户外活动，不过最低气温只有
8—11℃，昼夜温差较大，早晨和夜间仍

需注意保暖。
天况方面，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

等到下周，阴雨天气可能有所增多。其
中，4月15日（下周一）夜里到17日，有
一轮持续时间较长的阵雨过程，所以，
大家不妨趁着眼下这两天抓紧洗晒。
下周的气温有望再上一个台阶，17日之
前最高可达 22—26℃，18 日开始将再
次攀升“3”字头。

事实上，自今年入春以来，富阳的
气温一直保持在“高调”状态。据区气
象台的统计，今年 3 月，富阳的月平均
气温（以城区站点为准）为12.4℃，比常
年同期偏高2.2℃，其中，3月中旬的平
均气温达到富阳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
同期第二高。另外，3月的最低气温极
值为4.5℃（出现在24日），刷新了历史
同期的最高纪录。到了本周，又一个历
史纪录被打破，4月8日城区最高气温

达32.4℃，为历年4月上旬的最高值。
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本月中旬富

阳天气呈现雨多晴少的趋势，多阵性降
雨；4月下旬将以晴雨相间的天气为主，
下旬前期和后期各有一次降水过程。
农业生产方面，提醒茶农们及时采摘春
茶，提高优质茶产量；采摘过的茶叶加
强管理，并适时采制二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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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9 日到钱江新城看灯
光秀的市民可能已经发现，一场特别
的灯光秀正在上演。

这是一场以国家安全教育为主题
的灯光秀，红色为基调，有国旗、长城
等元素，寓意人人都应树立国家安全
意识，自觉关心、维护国家安全，筑牢
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 4 个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在灯光秀中，国家安全体
系内涵、国家安全法、“12339”国家安全
举报电话等国家安全知识都以画面的
形式融入，让市民在欣赏美轮美奂的
灯光秀的同时，学习了解国家安全知
识。据悉，国家安全教育主题灯光秀
还将在4月12日、13日、16日、19日的
18:30、19:30 继续上演，感兴趣的市民
不妨去看看。

一场特别的灯光秀正在钱江新城上演

本报讯（见习记者 倪慈丹）4月10日
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
调整也给富阳人民带来了好消息：杭黄高
铁富阳站今起将开通直达宁波的高铁。

宁波站首次经杭黄铁路开通直达千
岛湖、黄山等地的高铁动车组，宁波到黄
山全程只要3个小时，中途经停余姚北、绍
兴东、绍兴北、杭州东、富阳及千岛湖站。

从富阳往返宁波单趟列车行驶时间为1小
时56分钟，二等座票价95元。

富阳和宁波之间每天共有两趟车
次。从富阳出发到宁波可乘坐 G7484 次
列车，16点48分发车，18点50分可到达宁
波；从宁波出发到富阳可乘坐G7482次列
车，8点46分从宁波出发，10点42分到达
富阳。

据了解，在此趟列车开通以前，乘坐
高铁往返富阳和宁波需要至杭州东站转
车，此趟直达列车将给乘客带来诸多便
利。杭黄高铁富阳站相关负责人说：“富
阳人民听说有高铁直达宁波都很开心，好
多人都来询问过，看来富阳人民都非常期
待。”

富阳今起乘高铁可去宁波

本报讯（通讯员 林翰 见习记者 倪
慈丹）4月1日起，国家增值税新政正式
实施，预计一年可以为富阳辖区外贸
企业在进出口环节减少增值税2亿元。

增值税是一种价外税、流转税，仅
对增值额征税。此次实施的增值税改
革内容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
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
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主
要涉及制造业等行业；原适用10%税率
的，税率调整为9%，主要涉及交通运输
业、建筑业等行业。出口货物适用出
口退税规则的，税率也相应作调整。
根据富阳辖区去年的纳税数据预计，

新政实施后，一年可为富阳辖区外贸
企业在进出口环节减少增值税2亿元。

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业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降税新政的实施为
我公司带来重大利好，今年预计可在
进口环节减少1亿元增值税。国家在
两年内第二次下调增值税税率，提升
了企业经营自信心，让我们深切体会
到国家支持企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
的决心”。

在减税背景下，钱江海关驻富阳
办事处建议，企业应以此次减税降费
为契机，加强科学管理和筹划，加快转
型升级，提升内生动力和市场竞争力。

国家增值税新政实施后
富阳辖区企业预计一年可减税2亿元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俞晓
华 孙逢明）4月10日，鹿山街道的杭州
富阳吾贤淡水动物养殖有限公司基
地，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将刚引进
的异育银鲫“中科3号”水花苗种500万
尾放入池塘试养，运用无公害鲫鱼养
殖技术进行鱼种培育。

据了解，异育银鲫“中科3号”是大
宗淡水鱼类产业技术体系推介的优质
水产主导品种，具有抗病性强、体型
美、营养价值高的特点，亩产可达到
1000多斤，是餐饮、休闲垂钓用的主要
品种。就在上个月底，我区首次引进
东海七星花鲈苗3万尾，分别在我区的
重点渔业基地——杭州富阳云飞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富阳丰渔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基地试养，运用
花鲈淡化养殖技术和池塘内循环流水
养殖技术进行养殖试验。

不仅仅是水产，干果团队在永安
山建立110亩“太秋”（亚林36号）示范
林后，摸索出一整套高效栽培管理技
术，今年计划在常安镇、湖源乡等地示
范推广300亩以上，建成常安杏梅坞柿

子特色村；土肥团队在渔山推广应用
紫云英—水稻轮作模式下的缓控肥应
用减肥技术；种子团队在新桐乡、场口
镇的油菜新品种示范基地，示范种植
浙油50、浙油51、浙大630等油菜主推
品种200余亩；农机团队在鹿山街道南
山村试验水稻机插侧深施肥技术 150
亩……这一系列主推品种、主推技术
的应用，都是今年区农业农村局重点
推广应用的农业主导品种和先进适用
技术。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称，今
年，区农业农村局继续坚持党建引领，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产业的扶持和技术
支撑，优化布局，突出重点，按照“一镇
一品”、美丽乡村建设要求，将产业做
特、基地做精、品牌做优，突出科技创
新。以绿色增产、节本降耗、提质增
效、生态环保和质量安全为导向，遴选
了农业主导品种 139 个，主推技术 96
项。其中，种植业主导品种120个，主
推技术64项；畜牧业主导品种14个，主
推技术 7 项；渔业主导品种 5 个，主推
技术5项；农业机械主推技术20项。

富阳农业重点推广
一批主导品种和先进适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