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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天气

雨止转阴到多云

明天

气温：18—26℃
平均相对湿度 90%

多云转阴有阵雨

后天

气温：
20—28℃

雨止转阴到多云
气温：
22—31℃

今年梅汛期或将早到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昨天凌晨，
你有没有被炸响的雷声惊醒？这场雷
雨“脾气”不小，是今年 5 月以来最明显
的一场降雨。而接下来一段时间，阴雨
仍是天气舞台上的“主角”，从最新气象
资料分析来看，今年的梅汛期说不定会
提早到来。
据区气象台监测，5 月 14 日夜里开
始到昨天晚上，受对流云团影响，富阳
出现一轮阵雨雷雨天气过程，雨量普遍
达到大到暴雨。截至昨日 19 时，全区
面雨量（即各地平均雨量）达 56.2 毫米，
共有 5 个站点累计雨量达 70 毫米以上，
其中，最大为渌渚镇施家村站 70.8 毫
米，城区站点雨量 53.1 毫米。
新浪微博“@中国气象爱好者”分
析说，这波降雨是副热带高压北侧的雨
带送来的，水汽来源是西南季风，从环
流性质上说，与梅雨季无差别，但在实
际应用中，梅雨还需要一个持续时间的
指标，所以何时“入梅”有待进一步观
察。
从最新预报来看，今天雨水止步
“休整”，但天况不会太好，气温比昨天
略有回升。明天中午到傍晚前后，随着
暖湿气流加强，富阳将再次迎来阵雨过
程。本周末将在阴天、多云、阵雨之间
随意“切换”，同时气温快速回升，19 日
最高气温有望升至 32℃左右。
按照往年规律，富阳一般会在 6 月
上旬到中旬迎来降雨集中的梅汛期。

雨后
“睡美人”
（天气拍客 陈恒 摄）
不过，今年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国家
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的南海夏季风
已经爆发，较常年明显偏早，这意味着
我国东部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华南
前汛期的时间偏早，且降水显著偏多，
接下来要特别防范夏季风爆发后华南、
江南等地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涝
和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
换句话说，今年的主汛期考验已经
提前来临，雨水随时可能开启“不限量
套餐”，我们要密切关注并做好相应的

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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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车追尾致一老人受伤被困

夏志伟
外选手实力也都很强，竞争对手很多，
我还需要更努力，再继续加油，才能追
上优秀的运动员。”夏志伟说，眼下，他
要做的就是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用
拼搏换来更好的成绩，用好成绩为家
乡争光，
为祖国争光。
本次大奖赛由世界残奥田径委员
会批准，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中国残
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承办。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53 名残疾人运动员
角 逐 249 个 小 项 ，赛 事 总 规 模 超 600
人。本次赛事的成绩将作为分配东京
残奥会入场券的依据，参赛队员将通
过本次比赛获得国际分级。

富阳首创
“农机报废”新模式

救援现场
后撞上了前方正常行驶的大卡车，继而翻
下路基，撞在了树上。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2019 年世界
残奥田径大奖赛（北京站）暨第七届中
国残疾人田径公开赛于 5 月 6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行，富阳“90 后”小伙夏志
伟代表中国参赛，获得铅球金牌、铁饼
金牌和标枪铜牌。
铅球是夏志伟的主项和强项。在
这次比赛中，他发挥稳定，投出了 12 米
05 的成绩，目前世界排名第四。
“ 世界
残奥田径大奖赛虽然不比世锦赛，但
与世界排名挂钩。”夏志伟说，按照目
前的世界排名，他有希望参加今年 10
月在迪拜举行的世锦赛，而世锦赛上
的成绩将决定参加东京残奥会的资
格。
对于夏志伟来说，每一场赛事都
非常重要，就像通关一样，走稳每一
步，才能更接近自己的梦想。
“ 前期一
直在杭州训练，比赛前，我去北京参加
了半个月的集训。”夏志伟说，对这次
比赛，他是比较满意的，强项铅球达到
了赛前的目标，铁饼是本次比赛新立
项的项目，没有遇到强劲对手，他轻松
斩获了金牌。接下来，夏志伟将代表
浙江省出征全国第十届残运会，他参
加的铅球、铁饼赛事将于 8 月中下旬在
天津进行。
“我争取能与上一届比赛一
样，
为浙江省摘回两枚金牌吧。”
他说。
夏志伟接触铅球运动已有十余
年，这些年训练得很刻苦。每一次比
赛，他都拼尽全力去取得好成绩。去
年，夏志伟作为富阳唯一一位参加雅
加达亚残会的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努
力，在男子 F41 级铅球项目比赛中获得
亚军，
为中国争了光，
是富阳的骄傲。
“铅球项目在我这个级别里的国

探索项目化管理

雨天路滑，一定要小心驾驶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包飞群
胡子健）昨日 10 时 06 分左右，常绿镇隧道
附近一辆厢式小货车与一辆大卡车发生
追尾事故，导致厢式小货车副驾驶一名老
人被困，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报警后，富
阳消防大队春江中队立即前往救援。
10 时 41 分，春江中队到达现场。现场
一片狼藉，挡风玻璃碎了一地，厢式小货
车驶下路基，车头撞上了路边的大树。车
头副驾驶室位置严重变形，一位头发花白
的老人双腿被卡在副驾驶座下动弹不
得。当时，老人双腿有明显的骨折和出血
情况。
消防队员先用液压扩展器对侧门进
行破拆，再用液压顶杆将凹陷的车门撑开
足够的空间，随后对驾驶室方向盘进行扩
张，拓展救援空间。经过 10 分钟的紧张救
援，队员们成功将被困老人救出并抬上
120 救护车，
送往医院救治。
据了解，事故原因是雨天道路湿滑，
厢式小货车车速过快，无法及时刹车，之

富阳小伙夏志伟
在世界级赛事中夺 2 金 1 铜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雨天路
滑，
一定要小心驾驶。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朱益
芬 赵力勤）日前，省农业农村厅、省财
政厅、杭州市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领导、
专家组成专家团，来富调研农机报废
工作情况。
专家团一行对富阳农机报废工
作，尤其是富阳首创的“农机报废”项
目化管理模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
为富阳经验对新报废更新管理办法的
出台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据了解，2013 年 1 月 1 日起，富阳
对上道路拖拉机进行停牌、停证，上道
路拖拉机成为稀有运输工具。为了提
高机主报废农业机械的积极性，2016
年开始，富阳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首创
对“农机报废解体回收”实施项目化管
理模式，把农机报废纳入区农林局项
目化管理模式。经申请和审核，择优
分区域确立了 3 家农机报废解体回收
单位为定点实施单位。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安排 2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

机报废解体劳务和切割设备补助。
“农机报废”项目化管理模式实施
三年来，富阳坚持“农民自愿、国家扶
持、便捷高效、促进更新”的原则，成效
明显。三年来，共公告报废拖拉机 5 期
2068 台，实际报废农机 462 台（套），补
助报废农机 441 台（套），发放中央、省
市区财政高耗能农机补助资金 159.9 万
元。同时，根据农机报废解体回收项
目实施方案，对申报项目的农机报废
回收企业共补助资金 60 万元。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区共报废高
耗能农机 159 台（套），其中上道路拖拉
机 141 台，农田拖拉机 9 台，联合收割机
9 台，
总计补助资金已达 51.19 万元。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我区在册上道路拖拉机存
量仍有 2052 台。下一步，区农业农村
局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争取为推进
老旧农机具报废更新提供资金保障，
持续加快农机报废更新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