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安全出行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俞镇
涛）日前，吕某因肇事逃逸被交警部门
处以行政拘留 7 日，罚款 1000 元，并记
12分的处罚。事情发生在4月3日凌晨
2 点 30 分左右，交警事故中队接到报
警：“城区文教北路金都铭苑小区前道
路上的护栏被撞烂，存在交通安全隐
患。”民警吴军随即带领辅警前往现场
调查。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道路护栏多
处被撞断，碎片散落一地，肇事车辆已
逃离现场。为防止二次事故发生，民警
勘查完现场后，清理了散落在道路上的
护栏碎片，并通知相关部门前来维修。
随后，吴军回到中队开展视频侦查。

民警通过事发路段附近监控录像
发现，当天2点04分左右，一辆沪C牌
照的白色林肯SUV小车，从文教北路由
南向北行驶至金都铭苑小区路段时，径
直撞上了道路中央的隔离护栏，接着，
车辆拖着护栏碎片一直前行，导致十多
米长的护栏被撞毁。之后，肇事司机将
车停在一旁，在几名路人的帮助下取出
了车底的大量护栏碎片，然后驾车逃离
了现场。

凌晨2点50分左右，交警视频侦查
员在文教北路和孙权路交叉口处锁定

了肇事车辆，并很快确定了他的行驶轨
迹，通过进一步侦查核对，最终查获肇
事司机吕某。因为逃逸，保险拒赔，吕
某还需承担所有事故中产生的车辆和
护栏修理费用。

交警提醒，个别驾驶员法律意识淡
薄，认为撞坏护栏这类交通设施只是小
事，并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逃逸了事。
但根据相关法规，撞坏交通设施后逃离

现场属于交通肇事逃逸，尚不构成犯罪
的，驾驶证记12分，处200元以上2000
元以下罚款，并可处 15 日以下行政拘
留。如果驾驶员驾车撞坏交通设施，应
留在原地并立即报警。若主动报警并
被交警确定驾驶员为责任人，则会要求
肇事者根据财产损失情况进行赔偿，有
第三方责任险的，赔偿金可由保险公司
支付。

白色林肯车撞断护栏后逃逸
司机被拘留7日、罚款1000元、扣12分，保险拒赔

白色林肯车将护栏撞断（监控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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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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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富阳晴雨变化快

最高气温再冲击30℃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准备好短

袖，未来一周多地要热成初夏！”昨天
下午，新浪微博“@中国天气”发布了一
条消息，提醒大家“能藏肉的日子不多
了”。对于富阳来说，本周的气温又将
冲击 30℃，同时还要迎来两场比较弱
的降雨，天气呈现晴雨相间的格局。

刚刚过去的周末，只有周六晚上
洒落一点小雨，气温也比较舒适，可谓

“不湿不晒、不冷不热”，正是暮春好时
光。这样的天气延续到本周前期，预
计今天白天晴到多云，今天夜里到明
天，有一次间歇性的阵雨过程，雨量不
大，气温也和前几天差不多，体感比较
舒适。

转折点将出现在本周三，当天起，
随着暖湿气流迅速增强，气温将大幅
回升，预计 17—19 日的最高气温可达
27—30℃，局部地区可突破 30℃。根
据最新预测，19日夜里前后，又将有一
波短暂的阵雨天气。等到本周末，可

能略有降温，最高气温降至25℃左右。
总体来看，本周晴雨变化比较频

繁，大家出门最好带上伞具，并根据温
度升降及时增减衣物，同时，早晚切勿
贪凉，以防感冒。

4 月过半，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
柳絮、梧桐絮等飞絮也进入了集中纷
飞期，按照往年规律，一般至少要持续
到5月。因此，患有过敏性疾病的市民
务必注意防护，比如开车外出时，应该
关好车窗；进入室内环境前，仔细清除
身上附着的飞絮；一旦出现过敏不适
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还需要关注的是，目前正值华南
前汛期，珠三角附近及粤西沿海一带
被雨水“盘踞”，雷雨、暴雨、大风齐上
阵。预计近两天广西、广东将是强对
流天气的“主战场”，雨势较强，前往当
地的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信息，
增强对灾害性天气的防范意识。

江堤春色（天气拍客 陈健摄）

FUYANG DAILY

资讯 9
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 夏梦荻

周边资讯

本报讯 4 月 12 日 3 点 50 分，汽笛
长鸣，40 辆满载出口货物的集装箱班
列从杭州货运中心杭州北站永宁货场
徐徐驶出，它们将驶往位于宁波市附
近的北仑港站，通过铁路专用线转送
至舟山港后转乘货轮出海，前往“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这是杭州北站永宁
货场首次开行至宁波的“海铁联运”班
列。

据悉，该班列现计划每天开行一
列，按照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
价“五固定”的方式开行，全程运行5小
时左右。为促成此次海铁联运集装箱
班列项目，杭州货运中心与多家国内
外知名家具商沟通、组织货源，此次运
输的家具、家居等生活住房产品均在
省内采购，产品主要出口美国、欧洲等
国家和地区。由于采用了铁路、海运
无缝对接的运输方式，大大减少了中
间环节、缩短了运输周期、降低了运输
成本。

列车在行至舟山港后，将直接转
为海运。杭州货运中心经营部主任钱

国芳介绍：“铁路与港口实行无缝对
接，我们到达宁波舟山港将集装箱卸
下以后，集装箱将直接通过龙门吊，吊
入远洋海轮。”记者了解到，以往从杭
州运送此类货物到港口，只能选择汽
车陆运，像这样 1000 余吨的货物要动
用300辆汽车，而如今一辆专列、开5个
小时，就能完成运输。

“为了保证客户的船期要求，我们
全力做好与乔司编组站的协调对接，
提前调配装箱时间，优化受理、制票等
办理流程，为客户开辟海铁联运绿色
通道。”钱国芳表示，铁路利用班列开
行，缓解了杭州周边的交通压力。对
杭州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杭州到
宁波之间的公路交通稳健都能起到促
进作用。

“公转铁”的运输方式改变，既让
货物不受天气等外在因素影响，也将
国家蓝天保卫战落到实处。“杭州北—
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的开行，也将加
强“一带一路”的对接，提升出口贸易
的增长。

杭州北站首开至宁波舟山港
“海铁联运”班列

每天开行一列，全程运行5小时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叶晶）去
年8月，我区出台了《杭州市富阳区关于进
一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试
行）》，对文化企业和个人支持力度空前，
最高奖励额度达300万元。近日，区委宣
传部印发《杭州市富阳区文化产业发展财
政扶持资金项目组织申报管理办法（试
行）》，意味着文化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
项目正式启动。文化产业涉及面广，为保
证项目申报有序开展，将分三批申报。即
日起，2019年度第一批文化产业扶持项目
申报启动，类别为招商投资建设项目类。

申报项目类型
本次申报的招商投资建设项目主要

包括三大类型。
一是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对园区、楼

宇等文创产业集聚区认定、创建进行奖
励，对企业利用存量土地和闲置厂房等新
办文化创意项目进行补助，对新引进的文
创企业入驻我区文创园区（楼宇）进行租
房、购房补助。

二是文创产业跨界融合：对“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特色文创产业项目进行补
助（该项目统一由所属乡镇<街道>申报，
不需进行网络申报），对文化创意产业与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企业项目进行补助。

三是民办文化场所建设：对投资民营

实体书店、民营文化场馆（博物馆、展览
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市级国有或国有
控股电影院线影院建设等项目进行补助，
对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创建工作
室项目进行奖励。

申报项目要求
要注意的是，即日起至5月30日为项

目申报期，逾期不再受理。想要申报的企
业或单位，要把握好申报时间，以免错过。

进行申报的项目应是在富阳区依法
登记注册，财政级次属于富阳区，依法纳
税并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良好的
财务记录的文创企业（包括基地、园区），
以及实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
经济组织，非法人文化、文创组织可比照
适用。

申报项目在范围上要求属于杭州市
文化创意产业八大重点行业，能提升我区
文化产业水平，引领我区文化产业发展，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申报时前期投
入达到项目总预算的30%以上，且在申报
当年10月底前能完成申报内容全部投资
80%以上。

如何进行申报
本次文化产业扶持项目申报分为网

络申报和纸质材料报送两个步骤。符合
申报条件的企业可以通过杭州市富阳区
产业发展扶持信息平台（网址：http://
60.191.45.211:81）提出申请，按照操作流
程，完成新用户注册。用注册的用户名登
录后，选择需申报的项目，完成申报材料
填写，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申
报。申报完成后，需要点击“生成 pdf”按
钮，把填写的表格及上传的资料全部打印
一式三份。

完成网络申报后，将申报网站打印
的纸质资料经所在的乡镇（街道）或开发
区进行预审后,按照类别进行提交，民办
文化场所建设类项目提交至区文广旅体
局市场管理科，其他项目递交至区文创
办产业发展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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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结束后，由区文创办组织相关职
能部门对申报项目和申报单位进行审核，
通过组织专家评审、实地考察，区文创领
导小组确定、媒体公示，并报区政府批准
后，将由区文创办、财政局联合下文，最终
确定扶持项目名单。

申报咨询 QQ 群号为 126320158，电
子邮箱：fywhcy@126.com，区文创办咨询
电话 23251163，区文广旅体局咨询电话
61790808。

2019年度第一批
富阳区文化产业扶持项目申报启动

本次申报截至5月30日，分为网络申报和纸质材料报送两个步骤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楼科

勋）4月12日，区农业农村局在杭州野
生动物世界开展了主题为“关注候鸟
迁徙，维护生命共同体”的2019年杭州
市富阳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暨

“爱鸟周”宣传活动。自1981 年起，每
年的4月是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宣
传月，其中 4 月 10 日至 16 日是一年一
度的浙江省爱鸟周。

活动通过现场悬挂宣传横幅、设
置宣传展板、发放 1000 余份爱鸟宣传
资料等形式，认真向群众宣传、讲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鸟类救
护知识，同时还在园内开设了动物研
学课堂，积极引导群众不人为干扰野
生动物生息繁衍、不破坏野生动物栖
息地、不非法食用和购买野生动物及
制品以及不乱放生野生动物等。

区农业农村局野保站相关负责人

称，此次活动旨在不断提高公众保护
野生动植物的意识和参与度，扩大社
会影响力，广泛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
识、提高依法保护鸟类的意识，教育公
众不非法猎捕、贩卖和经营野生鸟类，
提倡不食用野生动物，树立良好的饮
食风尚，以实际行动保护人类自己的
家园。

据了解，在接下来的野生动植物
保护月暨“爱鸟周”活动中，区农业农
村局将坚持党建引领，继续开展保护
野生动物的执法检查行动，联合森林
公安、工商等部门，对饭店、酒楼、农贸
市场等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的场所进行
执法检查，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
违法行为，同时继续加强对鸟类栖息
地的管理保护工作；加大对湿地野生
鸟类的监测力度和栖息地的保护力
度，加强巡逻护鸟，严厉打击破坏野生
动植物资源的行为。

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
暨“爱鸟周”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屠丽
敏）近日，区红十字会将成立红十字精
神进文化礼堂宣讲团，特向社会招募
志愿者。

红十字精神进文化礼堂宣讲团主
要传播红十字运动基本知识，宣传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普及相
关红十字业务知识，包括人道救助、应

急救护、志愿服务、生命关爱等；志愿
普及应急救护技能，开展疾病预防，传
播健康知识。

如果您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奉献，
且年龄在18至65周岁间，可拨打电话
0571- 63297691、13777567808 进 行 报
名。报名时间截止到 4 月 19 日，区红
十字会期待您的加入。

红十字精神进文化礼堂宣讲团
招募志愿者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马君
红 章柳雅）为切实做好我区工资集体
协商工作，深入宣传贯彻《杭州市企业
工资集体协商条例》，提升协商工作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4月12日上午，富阳
区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培训班开
班。全区乡镇（街道）总工会专职主
席、副主席，工会工作者，以及基层5A
企业工会主席等140余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区总工会邀请了浙江
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高级经济师，《浙江省工会劳动法律监
督条例》起草人之一的高铭为学员们
授课，授课内容包括工资集体协商操
作实务和工会劳动争议预防和调处。

“通过举办培训班，进一步加深广大工
会干部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认识和
理解，为更加有效地推进工资集体协
商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奠定
基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有效开展，就
会达到双赢效果，既能保障职工合法
权益又能提升企业效能。在提升工资
集体协商“提质增效”方面，区总工会
探索出了新路子。去年，区总工会聘
请了两位专职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
制定和完善《富阳区工会专职工资集
体协商指导员管理细则》，对两位专职
指导员负责的片区进行分组明确，每

个指导员具体负责12个乡镇（街道）的
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和服务工作。此
外，区总工会还组织开展工资集体协
商“集中要约”行动，要求企业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工作必须严格规范“产生
代表、提出要约、协商准备、开展协商、
协议审议、首席代表签字、备案审查、
公布实施”8个环节。在24个乡镇（街
道）培育了47家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提
质增效示范点。

在去年的杭州市总技术工人工资
集体协商推进会上，浙江华达集团作
为先进代表参加，并递交了书面交流
材料。华达集团工会主席汪小敏在当
天培训会现场，她表示，华达集团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已有十余年，在工
资设置上，华达开拓性地采用绩效考
核办法，企业以团队合作为基础，团队
成员工资与该团队年度的产量、质量，
以及取得的安全奖、环保奖等挂钩。

“我们践行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时，职工
代表主要针对绩效考核办法的修改、
职工正当权益的维护等方面。”她说，
在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上，企业找到
了适合自己的模式，采用绩效考核后，
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员
工工资提高了，企业产值也提高了，开
创了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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