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袅袅凉
风动，凄凄寒露零。”昨日，伴随着冷
空气抵达，“寒露”节气让我们领教
了一份十足的凉意，街头的人们都
穿起了长袖和外套。今天开始，气
温会再次回升，但下一波冷空气已
经在赶来的路上，大家可不能再盲
目“秋冻”了。

据区气象台监测，昨晨，富阳各
地气温纷纷下探，全区最低出现在万
市青岭头站点，仅 13.3℃，城区最低
16.2℃，早起出门有了冷飕飕的感觉。

未来几天，由于大气中水汽含
量高，云层较多，天气以阴到多云为
主，其中，12日和14日可能会有弱降
雨出现。气温方面，今天起，冷空气
影响趋于结束，气温回升，明后两天
的最高气温达到28℃；12日开始，受
新一波冷空气影响，气温将再次逐
渐下降。

俗话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
露。”意思是，进入“寒露”后就不要再
赤足穿凉鞋了，应注意脚部保暖。气
象部门提醒，接下来北方冷空气活动
频繁、实力增强，富阳本地气温变化
快，且早晚温差大，为预防感冒，大家

记得适时增减衣物，并加强锻炼，增
强体质，饮食上适当多选择补脾胃、
养肺、润肠的食品。

至于今年第18号台风“海贝思”，
多个国际气象机构发出提醒，其可能
会对日本造成严重影响，影响重点是
名古屋和东京都市圈，影响时间是10
月12日夜间到10月13日上午，所以

近期准备去日本的朋友要尽量避开
这一时段。同时，虽然台风“海贝
思”不会直接影响我国，但它会“吸
引”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南下，让北风
一直吹到广东和海南，让我国大部
降温。所以，本周末的冷空气影响
过程须及时关注，届时可能会将富
阳真正带入秋季。

对于接下来的气候趋势，区气
象台也已经给出了预测：常年 10 月
是富阳的金秋季节，冷气团已占据
上风，天气表现为晴天时秋高气爽，
有降水时“一阵秋雨一阵凉”。预计
今年 10 月气温略偏高或偏高，雨量
偏少；月平均气温 19-20℃，月最低
气温9-10℃，月雨量60-70 毫米，月
雨日7-8天。需要重点关注的是，10
月上旬，全区单季籼稻陆续进入收
割期，水稻种植户须利用好天气及
时收割，确保丰产丰收。单季粳稻
处于灌浆期，须加强肥水、病虫管
理，提高结实率。另外，进入秋季后
天气逐渐变得干燥，要加强森林防
火工作。

空气质量指数

空气质量级别

空气质量描述

首要污染物

30—50

Ⅰ
优

无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0月9日）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19年10月8日16时发布

FUYANG DAILY

资讯 9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夏梦荻

周边资讯

杭州将打造
112个美丽城镇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高质量建设美丽城镇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在杭州建设网公示。

根据征求意见稿，杭州要将全市112个左右
的小城镇打造成美丽城镇。

这个目标细分成以下步骤：到2020年，全市
10 个以上小城镇率先达到美丽城镇要求；到
2022年，全市30个以上小城镇达到美丽城镇要
求，其他小城镇达到美丽城镇基本要求，初步构
建以小城镇政府驻地为中心，宜居宜业、舒适便
捷的镇村生活圈，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
立，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
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美丽城镇成为美丽杭州
的又一张“金名片”；到2030年，美丽城镇建设取
得决定性进展，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
善，全市小城镇高质量全面建成美丽城镇。

其中不少具体措施值得关注，如推进道路交
通体系区域一体化建设，实现建成区10-30分钟
内可接入对外交通快速路网，积极推进各类交通
方式“零换乘”接驳。优化建成区路网结构，打通
断头路；鼓励引导中心卫生院与高等级医疗机构
建立合作，推动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达到二级乙
等以上医疗服务，积极创建健康乡镇；打造一批
非遗旅游经典景区、民俗文化村等。

富阳“五个一”技战法精准打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今年已查获超高违法车266辆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关注车辆违法记录并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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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晨“凉凉”，明后两天升温

周末冷空气或更强

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主题报道

本报讯（记者 寿光晓 通讯员 吴晓婕）日前，
区交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围绕专业化平台
重组要求，实行第二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启、
成立、更名一批企业，并对这些企业进行集中授
牌。此轮改革将使该集团交通产业体系重点更
突出、主线更清晰、功能布局更合理。

重新组建启用一家公司。将2018年第一轮
改革中暂停运作的交通建设公司重新启用，并整
合集团现有通达公司和设计公司，实现设计、施
工、管理一条龙，更好地、更专业地服务于区委区
政府的重点交通建设工程。

新成立两家公司，分别为渌渚循环经济产业
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交通贸易物流有限公
司。渌渚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专
项服务于产业园内的基础建设和投资开发，对于
壮大区交通集团整体规模、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贸易物流有限公司是交通流通环节上的一
个企业，根据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分离的定位，以
及发展关联型企业、资源型企业、技术型企业、运
输型企业的要求而创建，填补了该集团板块上的
一个空白。

另有两家公司更名。富阳交拓投资有限公
司更名为富阳交拓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富阳
城市客运有限公司更名为富阳交通服务有限公
司。公司的更名将使其发展、定位、功能、主体产
业更清晰明确，外延更广泛，内涵更丰富。

区交通集团实行第二轮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本报讯（记者 寿光晓 通讯员 匡心怡）记者
从钱江海关驻富阳办事处了解到，1-8月，富阳
区实现进出口189.89亿元，增长9.4%。其中出口
83.45 亿元，增长 3.6%；进口 106.4 亿元，增长
14.4%。8月, 富阳区实现进出口23.6亿元，下降
3.4%。其中出口12.5亿元，增长4.3%；进口11.1
亿元，下降10.9%。

今年以来，富阳区单月进出口整体呈现此消
彼长态势。月度出口在8月创下年内最高纪录，
出口12.5 亿元，增长4.3%。统计数据显示，1-8
月富阳区分别对前三大市场秘鲁、墨西哥和智利
进出口25.2亿元、19.7亿元、16.9亿元，分别增长
33.7％、102.5％、82.3％。美国位列第四，进出口
13.2 亿元，下降 34%。同期，富阳区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41.3亿元，增长9.6%。

从产品类别来看，1-8月富阳区进口铜精矿
79 亿元，增长 27.9%，占同期富阳区进口总值的
74.2%。平板轧材、未锻造银等为主要出口商品，
分别出口14.4亿元、7亿元，分别下降2.4%、增长
188%。

今年前8个月，富阳区进出口继续保持平稳
增长态势。海关统计人员建议，要以目前国际形
势为契机，不断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
升产品竞争力、附加值。同时，持续关注国内外
贸易形势，了解最新动态，掌握主动权。

1-8月富阳区进出口
平稳增长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王坤
明 谢罗斌）多违车辆，即拥有多次交通
违法未处理记录的车辆。这些车辆的
驾驶员往往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开车上
路时存在各种不良陋习，导致道路交通
险象环生。今年以来，区交警大队通过
信息主导，以刑侦思维管控，通过建立

“五个一”技战法，精准打击各类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截至9月底，仅20次以上
超高违法车辆就查获266辆，其中违法
记录最多的车辆达100多次。

创新招精准打击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

为及时、精准、有效地打击各类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区交警大
队根据省公安厅“一创一治”忠诚保大
庆系列行动部署，树立“刑侦打击”思
维，充分运用信息化作战方式，创立“一
支队伍，一套机制，一个平台，一张网，
一盏灯”的“五个一”技战法，对“毒驾”

“失驾”、假牌套牌、高违法车辆等重点
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快速精准打击。

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王坤明介绍，
这套技战法主要分三块内容来实行。
首先是建好一支专业队伍，完善一套研
判机制。抽调大队 12 名骨干力量，组
建实体化运作的工作专班，下设信息采
集、情报研判、视频追击、交通宣传等专
项岗，细化分解重点车辆研判、重点人
员研判、可疑线索研判、大数据研判、协
作服务、情报深化等六大职能。定期梳
理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数据，运用信息对
比、人脸识别等多种手段，对重点车辆、
重点人员针对性开展分析研判，实现精
准追击。其次是整合一个应用平台，实
现信息精确制导。紧紧抓住杭州城市
大脑 2.0、富阳智能交通综合管控平台
等应用系统，及公安富阳分局大数据应
用创新团队建设的契机，将视频监控卡
口、信号灯控制系统、道路诱导屏系统
等系统平台的应用资源有效整合，并对
人车路信息开展大数据碰撞，层层剥离
模糊信息，逐步分离重点车辆明确信

息，主动开展轨迹追踪，最终实现落地
查控。第三是巧用一盏信号灯，铺开一
张打击网。针对研判发现的正在路面
行驶的违法嫌疑车辆，依托 PGIS 地图
开展可视化视频追踪，明确嫌疑车辆行
进路线，并用足用好信号灯的配时调
节，延缓车辆行驶速度，指令就近路面
警力进行实时拦截查控，铺设一张集信
息研判、信号控制、空地联动于一体的
天罗地网。

王坤明说：“这套技战法实施后效
果明显，今年以来共查处超高违法车辆
266辆，‘毒驾’‘失驾’车辆25辆，假牌
套牌车辆5辆，3次以上违法未处理或
逾期未检验大货车14辆，遮挡、篡改号
牌车辆31辆。”

系列专项行动打击多违
车辆

据介绍，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减
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富阳交警部门对超
高违法车辆给予了重点关注，通过“五
个一”技战法进行有效打击治理。

今年3月4日上午8点10分，区交
警大队分指挥室开展日常视频巡逻时，

收到城市大脑报警，一辆豫A号牌的超
高违法未处理车辆出现在城区恩波大
道公望街路口，经核查，这辆轻型厢式
货车有70次违法未处理。指挥室立即
通过视频追踪，发现该车正通过大桥路
往江滨东大道方向出城，于是联动正在
高尔夫路开展整治工作的巡逻民警，于
高尔夫路灯控路口处将该车拦截。经
问询，货车司机说，自己经常在各地跑
运输，对路况不熟，导致产生多次违法
记录。因为违法记录太多，驾照分数远
远不够扣，就没有去交警部门处理，抱
着侥幸心理上路，直到被查获。

6 月 17 日上午，仅一个小时之内，
交警业务科专项整治专班就通过超高
违法数据库筛查，联动各中队，分别在
320国道横大线灯控处、西环路和体育
馆路灯控处、江滨东大道高尔夫路灯控
处，查获33次违法未处理车辆、23次违
法未处理车辆和22次违法未处理（6次
已处理未交款）车辆各一辆。

9月16日下午，区交警大队分指挥
室借助城市大脑2.0平台大数据排查和
信息研判，通过桌面路面互动，指挥辖
区中队及附近巡特警骑警，在文教路华
庭路口拦下一辆浙 F 号牌的超高违法

未处理轿车。经信息查询，该车的交通
违法行为绝大部分为超速、闯红灯、违
法停车、违反禁止标线等，违法行为累
计55起，记分106分，需缴纳罚款7000
元，是个名副其实的“马路杀手”。

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从
点滴做起

王坤明介绍，造成车辆多次违法未
处理的主要原因，还是驾驶员交通安全
意识淡薄，存在各种开车陋习。

“这些车辆的驾驶员在道路上行驶
时，为图便捷，经常随意变道、加塞、闯
禁、违法停车，还有些司机开车时打手
机、不系安全带、斑马线前不礼让行
人。他们认为这些行为之前没有被抓
拍，现在也不会。但随着富阳道路交通
安全管控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交警部
门对各类驾驶陋习的管理、整治、处罚
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王坤明说，“有的
车主总是心存侥幸，觉得小小的违法行
为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可无数案例
证明，每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都伴随
着肇事车主的驾驶陋习和麻痹大意。
驾驶员只有从点滴做起，养成良好的驾
驶习惯，才能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交
警部门也会有针对性地持续开展整治
打击行动。”

王坤明说：“除了开车陋习以外，我
们还发现，一些有超高违法记录的车
主，有不少交通违法行为是在外省发生
的。由于当地交管部门没有违法车辆
的登记信息，其管理系统与我省暂未联
通，才使得车主无法及时获得违法记录
通知。还有些车主在公安交管部门登
记车辆信息时，没有留下正确有效的联
系方式，这也会导致车主无法及时收到
交通违法的短信通知。因此，要特别提
醒广大驾驶员，一定要在公安交管部门
留下正确有效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
同时要经常关注自己爱车的违法记录，
可下载‘交管 12123’手机 App 或登录

‘支付宝—城市服务—车主—交警违法
处理’查询相关信息，以便及时处理。”

监控视频拍下的车辆违法行为

美丽村景（天气拍客 缘分天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