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自11月29
日入冬后，富阳经历了一轮阴雨湿冷
天气。不过，随着一股中等强度的冷
空气抵达，今天起我们又迎来晴好天
气，而代价就是再次降温，最低气温
将直逼0℃冰点线。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于有暖湿
气流“掺和”，雨水卖力表演了一
把。而从昨日中午开始，新一轮冷
空气赶到，逐渐驱散了富阳上空的
阴雨云层。

根据区气象台预测，受此轮冷空
气影响，日平均气温的过程降温幅度
可达4－6℃，明后两天早晨的最低气
温将出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预

计平原地区0－3℃，有霜冻；山区零
下2至0℃，有薄冰。

好消息是，在冷高压控制下，本
周富阳开启连晴模式，今天到12月5
日（周四）都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
虽然早晚气温低迷，但白天在阳光

“加热”下，最高气温都在10℃以上，
体感不会太冷，大家可以安排些洗
晒工作。

本周的天气“插曲”，可能是个
“冬季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
年第28号台风“北冕”正以每小时20
公里左右的速度往偏西方向移动，预
计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17 级或 17
级以上，58－68米/秒）。预计“北冕”

将于 12 月 3 日凌晨到上午在菲律宾
吕宋岛东南部一带沿海登陆，4日进
入南海。

杭州市气象局预测说，本周五，
杭州地区可能出现降雨天气，一方面
是冷暖气流交汇影响，另一方面还有
台风的“远程”作用。如此看来，刚刚
入冬，天气舞台上依然比较热闹，大
家还得多关注实时预报。

另外，不少人感慨今年秋季实在
太短了。我们算了算，富阳今年3月
11日入春，5月22日入夏，10月12日
入秋，11月29日入冬。这一年，我们
一起吹过72天的春风、晒过143天的
夏日、看过 48 天的秋叶……秋季确

实是最短暂的，而根据四季规律，接
下来的冬季将持续三个多月，借用一
句熟悉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
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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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天气

多云到晴
气温：5—12℃
平均相对湿度70%

明天 晴到多云
气温：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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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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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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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1—12℃
后天 晴到多云

明后两天最低气温直逼0℃
本周主打晴冷天气，早晨有霜冻或薄冰

本报讯（记者 寿光晓 通讯员 朱曼
若 摄影 朱啸尘）继左幅主跨合龙40多
天后，11月29日上午10点，杭州绕城西
复线杭绍段工程富春江特大桥左幅的
最后一片T梁安装完成。至此，重要节
点富春江特大桥左幅110榀节段梁、77
片T梁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左幅桥梁
整体顺利贯通，离西复线全线贯通更近
一步。

富春江特大桥全长 898.8 米，北连
状元坞隧道，南接中埠高架桥。从6月
17 日开始架梁施工以来，历时 166 天，
11月29日上午，最后3片T梁安装完成
后，富春江特大桥左幅桥梁整体贯通，

自此顺利打通连接富春江两岸的“黄金
通道”。

为尽快完成大桥建设，项目启动之
初便引入海上大桥常用的节段梁预制
拼装技术，其中左幅主跨已于 10 月 26
日合龙，目前正在加紧大桥右幅节段梁
吊装施工。

该项目不仅结合海上节段梁技术
进行提升改造，确保 220 片节段梁“毫
米级”精准控制，同时，建设单位还改
造节段梁吊装设备，创新量测方法，先
后攻克了深水承台钢吊箱施工技术、
大跨径节段悬拼安装施工技术等一系
列关键技术，确保节段梁顺利运输，安

全、高效、精准安装。此次左幅顺利贯
通为12月底大桥双向贯通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也为后续路面施工提供了重
要通道。

杭州亚运会重点配套工程杭州绕
城西复线杭绍段工程的建成，将进一
步完善杭州都市经济圈、长三角地区
的高速公路路网体系，对分流现有杭
州绕城高速公路交通过境车流、缓解
杭州城市交通具有重大作用。

富阳段占整个线路的近一半，沿
线经过 6 个乡镇（街道）30 个行政村，
将极大地促进沿线地方经济发展。富
春江特大桥作为富阳段的一个亮点工

程，不仅使富春江两岸多了一条通道，
同时，与其衔接的中埠枢纽四通八达，
与杭新景高速、杭金衢高速等重要交
通干道相连，丰富了富阳的交通路网
体系，对于富阳“拥江发展”“融杭发
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目前，西复线富阳段土建施工领先
全线，路基总长29.7公里，已完成约29
公里，约占97.6%；隧道共有17个，已贯
通16个（其中12个隧道双洞贯通），隧
道总长约34公里，已打通约32.5公里，
占 95.5%；桥梁共有 79 座，总长约 25.3
公里，目前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全面展
开，确保2020年建成通车。

杭州绕城西复线杭绍段工程

富春江特大桥左幅贯通

本报讯（记者 寿光晓 通讯员 朱曼
若）杭富地铁传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好
消息。11月28日18点08分，富春站至
桂花路站区间左线顺利贯通。11月30
日16点08分，6标科创园站左线盾构顺
利始发，至此，杭富地铁16台盾构机全
部下井掘进，地铁施工进入全新阶段。

据了解，杭富地铁6标段由中铁十

九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市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此次下井的盾构区间
为科创园站至文创园站区间左线，全长
1287.354米。按照工期安排，计划2020
年 4 月区间贯通。杭富地铁富春站至
桂花路站区间则由中铁一局承建，自6
月10日盾构始发以来，日夜奋战，克服
多台盾构施工管理、上软下硬地层掘进

参数控制、钢套筒接收等难题，历时170
余天，顺利贯通。

杭富地铁盾构共8个区间，16台盾
构机已全部下井掘进。目前 5 台盾构
机完成掘进，即高教路站至汽车北站区
间和高教路站至富春站区间双向贯通
（共4个单洞），富春站至桂花路站区间
左线贯通，11台盾构正在掘进，累计掘

进超过总长的一半。其中汽高区间已
开始杭富地铁联络通道施工，从区间施
工转入区间附属施工，地铁盾构区间施
工进入新阶段。

下一步，施工单位将再接再厉，保
节点、保贯通，快速、平稳、高效地完成
剩余盾构区间施工，确保地铁 2020 年
通车。

杭富地铁16台盾构机全部下井掘进

富春站至桂花路站区间左线贯通

本报讯（记者 寿光晓 通讯员 金
晓君）记者从富阳公交公司了解到，考
虑到道路施工、方便村民出行等原因，
通往场口、湖源的部分公交线路临时
调整。

据了解，因深澳附近路段道路施

工，公交车行驶不具备通行条件，自11
月29日起，2302路、2302B路、2303路、
2304路公交调整为由场口公交站始发，
循原线至白石皎后掉头，撤销深澳站
点。因湖源乡石龙村路段道路施工，公
交车行驶不具备通行条件，自 11 月 29

日起，2301E路公交调整为由场口公交
站始发，经东上线、环金线至塔坞，撤销
石龙村站点。以上线路待施工结束后
即恢复原线路通行。

另外，根据湖源乡政府需求，为方
便高田坎村村民出行换乘，自 12 月 1

日起，2301D 路公交调整为由场口公
交站始发，循原线至寺口村、高田坎后
循原线至上南坞，增设高田坎站点。
场口公交站末班车时间由 15:00 调整
为14:40，上南坞末班车时间由16:30调
整为16:10。

通往场口和湖源部分公交有调整

富春江特大桥左幅的最后一片T梁正在安装施工人员正在为最后一片T梁安装做准备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俞镇涛）11月28
日，富阳交警大队统一部署，开展针对电动自行
车、工程车违法及酒驾醉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的“雷霆”18号集体整治行动。

行动中，交警对往来车辆的驾驶人逐一检查
驾驶证、行驶证，做到“逢车必查，违法必处”，同
时严厉查处电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车主不戴
头盔及工程车重点违法等交通违法行为。其间，
交警还加强对违法行为人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引导驾驶人正确行车。

本次行动，交警部门共查获工程车违法101
起、开车打电话148起、电动车违法54起、电动车
不戴头盔滞留查询73起、酒驾13起、醉酒驾驶机
动车2起、国省道6类违法60起。

“雷霆”18号行动
整治道路交通违法

交通安全出行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沈莉 徐宏伟）
11月29日，首届富阳区“食品检验员检测”职业
技能竞赛举行。30名参赛选手由在富阳区内取
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选送。

该活动由区总工会、区人社局、区市场监管
局主办，区市场监管局承办。比赛内容分理论考
试和实践操作两部分。理论考试内容为食品检
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占比30%；实践
操作要求选手在40分钟内独立完成《氢氧化钠
溶液浓度的测定作业指导书》中的内容，占比
70%。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的得分相加，根据高
分胜出原则，刘昆君等3人获得“杭州市富阳区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何小珺等5人获得“杭州市
富阳区经济技术创新能手”荣誉称号。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本次职业技能
竞赛是加强富阳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举措之
一，也是职工弘扬工匠精神、展示文明形象的重
要窗口。“部分获奖选手还将得到所在企业的奖
励，重视技术人才也有助于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
安全。”

“食品检验员检测”
职业技能竞赛举行

接听安排表

接听日期

12月3日
（周二）

接听时间

9:00－11:00

接听人

吕建新（区司
法局局长）

往期回顾

区司法局局长
将接听市民来电

本报讯（通讯员 楼烨华 记者 张柳静）为及
时、就地、依法解决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进一步
畅通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渠道，“零距离”听民意、
解民忧，打通信访工作“最后一公里”，本周邀请
区司法局局长吕建新到区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
现场接听市民拨打“63312345”热线反映的各类
问题。

11月19日上午，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唐瑞华
到区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接听群众来电。来电
主要涉及公交服务、项目审批、农村供水、公厕管
理等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饶杨丽 袁晓）11月28日，浙
江省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召
开，富阳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当选为省外商投资
企业协会第六届理事单位。

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设立于1996年1月，截
至2018年12月31日，共有会员单位159家，其中
合资企业87家、合作企业2家、独资企业68家、
股份有限公司2家。

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协会围绕宗旨、
团结一致、开拓创新，为富阳外商投资企业的发
展发挥积极作用，也为富阳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作
出了一定的贡献。

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当选“理事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