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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气温 26－36℃，平均相对湿度 65%。

区领导深入企业开展
﹃走亲连心三服务﹄活动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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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y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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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星热电有限公司停产

“三根烟囱”是拆是留
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骆晓飞 实
习生 虞方亮 通讯员 史炎丹）也许很
多人都发现了，江对岸的“三根烟囱”
不冒烟了。没错，继永泰热电后，浙
江三星热电有限公司也于日前停
产。那么，三根 120 米高的大烟囱将
如何处置？是拆还是留？记者获悉，
杭州富春湾新城管委会想听听大家
的意见。
三星热电成立于 2003 年 9 月，位
于春江工业功能区，是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批准的区域性公用热电联产
项目企业，主要经营火力发电、蒸汽
生产、供应等项目。2018 年，公司批
复电量 75200 万千瓦时，实际年供热
能力 600 多万吨。原供热用户 72 家，
主要为造纸、化工企业等。
三星热电主要生产工艺为：水经
处理后送锅炉，吸收煤燃烧产生的热
量汽化成高温高压的过热蒸汽，进入
发电机组作功发电后，低品位蒸汽经

热力管网分配到各用热企业。煤在
炉膛内燃烧产生的烟气经脱硝、脱硫
和除尘，处理合格后最终汇总到 120
米高的烟囱排放。
2017 年，当杭州富春湾新城启动
整体转型工作时，矗立在富春江畔的
这“三根烟囱”就成了全区市民关注
的焦点。如今，随着企业的停产，
“三
根烟囱”终于不再冒烟了，只是关于
其 去 留 问 题 ，作 为 项 目 主 要 实 施 单
位，杭州富春湾新城管委会表示，将
“依民意而为”
。
如果你对“三根烟囱”的去留问
题有话要说，可关注本报官微（微信
号：fyrb63344556）、
“ 富阳发布”和“杭
州富春湾新城”微信公众号的今日推
送，通过投票或评论的形式表达自己
的观点。投票时间为期三天。之后，
杭州富春湾新城管委会将汇总市民
投票情况，并根据新城整体规划及专
家意见，确定“三个烟囱”
去留问题。

“关注暑期安全”
系列报道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

本报民生记者告诉你
这些年的溺水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只需做好这几点，
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

又到了可以肆意戏水的暑假，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溺水的话题总
是不断出现在微信朋友圈。的确，作为一名跑了多年民生线、公安线的记
者，一到这个时节，报道此类事故几乎成了常态。记者在文件夹中搜索关
键词“溺水”
“溺亡”
“落水”，
仅近两年，相关稿件就多达 12 篇。
每次这样的突发事件，记者虽然没有亲历第一现场，但总会通过目击
者的描述、民警以及救援队员的讲述、现场照片和视频等，尽可能还原现
场。很多溺水事故，虽然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但往往会有一些相
同或相似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往往都是事发前就能够避免的。
记者通过几个本报曾经报道过的溺水案例，详细分析了溺水发生的
背景和原因，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防溺水，这四点一定要做好
首先，无论你是否会游泳，请带上“三件套”——跟屁虫、游泳水袖、救
生圈；
其次，摸清楚戏水地点的水环境，包括浅水区、深水区的水深，是否有
暗流等；
第三，
不要找僻静的地方，
记住，
救援人员越多的地方，
相对会越安全；
第四，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救援人员身上，自己的孩子，你要自己盯牢。
溺水下沉只有 20―60 秒，不是所有的溺水者都那么幸运地被救起，记住，
手机远不及孩子的安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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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还能实现养殖废水“零污染”的目标

富阳这项技术，引来十国专家取经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袁
杰）昨日，由来自法国、印度、土耳其、
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哥
伦比亚、危地马拉、美国的水产养殖
专家和企业相关人员组成的国际
IPRS 考察团共 30 余人，来到富阳东
洲街道五丰村，参观池塘内循环“水
槽式”流水养殖结合休闲渔业模式，
并交流经验。
IPRS 池塘循环流水养殖技术是
一项现代化的水产养鱼技术，最早在
美国兴起。2013 年，
我国引入该技术。
2015 年，在区水产首席专家团队
的参与下，杭州富阳云飞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率先引进该技术，成为杭
州首批四家示范基地之一，也是富阳
首家池塘循环流水养鱼基地。基地
负责人丁云飞说，当时试验池面积为
35 亩，通过 8 个月的精心饲养和管理，
产鱼量 3.3 万斤，产值 50 万元，毛利润
27 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目前，富阳已有 20 个基地采用池
塘循环流水养殖技术，共建有流水槽
91 条，年总产值超 2000 万元。
区水产首席专家孙逢明说，该技
术的核心是“大水体养水、小水体养
鱼”
“鱼类从散养到圈养、截污纳管分
流”，在将某一养殖模块排放出的养
殖废水作为另一模块的物质资源来
利用的同时，使养殖废水得以净化，
进而达到水资源循环使用、营养物质
多级利用的目的，彻底实现淡水池塘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
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
走访上市企业及上市培育企
业，问需于企、现场办公，深入
开展“走亲连心三服务”活动。
区领导丁永刚、许玉钧参加。
吴玉凤首先来到浙江德宝
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企
业负责人开展面对面座谈。该
公司于 2009 年入驻开发区东洲
新区，主要从事通信基站研发、
生产、运营服务，连续 3 年位居
“中国铁塔供应商白名单”前三
甲，今年 1―6 月实现销售产值
2.68 亿元，同比增长 42%。作为
“凤凰计划”培育企业，企业目
前正在开展上市筹备工作。
在详细听取企业发展现状
及新产品研发情况后，吴玉凤
说，近年来，德宝通讯发展步伐
扎实稳健，具有前瞻的战略眼
光 和 技 术 储 备 ，发 展 后 劲 充
足。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和上
市工作的稳步推进，希望企业
能够抢抓发展机遇，加强战略
布局，着力打造成为国内一流
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商。
就企业提出的具体问题，
吴玉凤现场办公，要求区级各
相关部门主动上门服务，切实
落实好中央减税降费和杭州市
稳企业稳增长系列举措，助推
产业提档升级，激活高质量发展潜能。要把握基础设
施建设机遇，积极助推区内企业创新产品在区级重点
项目建设中的应用示范。要深化上市培育辅导，提前
介入、定期研判、全程服务，努力将“俊鸟”培育成“凤
凰”
。
随后，吴玉凤来到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听取企业发展状况及数字化改造
工作。该企业位于开发区银湖新区，主要生产销售热
保护器、起动器、密封接线柱及温度控制器等精密电子
元件，2017 年 4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
市。今年 1―6 月，该公司实现销售产值 1.56 亿元，同
比增长 18.2 %。
吴玉凤指出，企业上市以来，始终坚持创新引领，
投资布局清晰稳健，为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就企业新建零部件装配中心项目推进工作，相关
部门要加快政策处理和要素保障，助推项目早落地、早
见效。同时，她希望企业主动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加大“机器换人”步伐，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发挥
上市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以商招
商、以企引企”作用，吸引高层次人才、高科技项目向我
区集聚，
为全区高新产业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高水平社会治理
以活动为载体
让居民“走动”
起来
孵化专属公益组织
开展“服务银行卡”
计划

如何提升居民归属感
如意社区动足了脑筋
春江街道
首建
“联席会议制度”
探索物业管理规范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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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肺炎患儿数量
比往年同期翻了 20 倍
儿科医生建议：
少去人多的场所，加强体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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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专家参观池塘循环流水养鱼基地
养殖废水“零污染”的目标，具有较好
的推广前景。
来自越南的 Dang Thuong 说，实
地参观后，发现池塘循环流水养殖技
术能有效收集鱼类的排泄物，从根本

上解决池塘养殖水体富营养和污染
问题，而且收集的鱼类排泄物通过沉
淀脱水处理，就能变成高效有机肥，
用于蔬菜、瓜果、苗木的种植。这么
好的技术，
一定要争取引进到越南。

区农推中心水产站相关负责人
称，这次交流会获得了国际友人的一
致好评，既促进了国内外同行的技术
交流，又很好地展现了富阳渔业绿色
发展的风貌。

今起婚姻登记
可“全市通办”
新人预约后周六也能在富阳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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