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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天气

阴转多云

明天

气温：19—28℃
平均相对湿度 75%

多云

后天

气温：
18—30℃

晴到多云
气温：
19—34℃

清凉夏雨退场，周末天气转好

气温将重回“3 字头”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昨日，富阳
迎来了一场清凉的夏日雨水，不过，这
只是连晴天气中的“小插曲”，并没有改
变晴好升温的趋势。今天开始到下周，
天气将继续保持多云为主、阳光殷勤的
主旋律。
昨日凌晨开始，富阳出现一次大范
围降雨过程，在阴雨打压下，城区最高
气温降至 25.1℃。今天白天，全区各地
的降雨自北向南停止，云量依然较多，
温度也不高，预计最高气温 28℃左右，
加上吹东风，
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明天，天气进一步转好，气温重新
攀上“3 字头”。周日，天空彻底放晴，
最高气温将回升到 34℃。大家如果有

户外休闲活动，最好安排在明天，不会
太晒、太热，等到周日，出门就要做好防
晒防暑措施了。
下周前期，连晴格局不变，气温比
周末两天略有下降，但总体依然保持高
位，属于初夏小热状态。
细心的市民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
自今年 4 月以来，大部分时间，富阳保
持连晴状态。据杭州市气象台统计，今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20 日，杭州市区累计
降水量仅 87.9 毫米，为历史同期平均降
水量（207.6 毫米）的 42%，打破了 2011
年保持的历史同期雨水最少纪录（97.1
毫米）。
从最新预测来看，5 月底杭州地区

可能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届
时，少雨格局会不会改变，还需临近再
看。大家不如趁着眼下，享受一把梅雨
季来临前的平静天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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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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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民意直通·市民体验”
专题活动

聚焦
“人生一件事”改革
一站式办理。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行政服务
中心介绍“人生一件事”改革情况。2019
年，富阳“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以“一件
事”为标准，推进个人事项网上办、移动
办、简化办、就近办、自助办“五个办”。同
年 5 月 6 日，正式启动“人生一件事”改革，
围绕个人生命全周期，包括出生、上学、就
业、结婚生育、置业、就医、退休养老、殡葬
等阶段 168 个联办事项，通过事项梳理、流
程再造、表单整合、系统开发、源头采集、

痕迹管理，推进“人生一件事”信息集成
化、办事便利化、流程标准化，实现一站式
办理、一体化服务，一生一档案，终生可享
用。
听取介绍后，
“民意体验团”成员展开
热烈讨论，围绕“人生一件事”改革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拓展应用场
景、深化改革等方面，各抒己见、交流讨
论，并提出宝贵建议，进一步助力改革工
作深入推进。

富阳 15 家工会和 8 名个人获表彰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章柳雅）
近日，市总工会表彰了一批杭州市示范职
工之家、先进职工之家、先进职工小家和
优秀工会工作者，激励全市各级工会组织
和广大工会工作者争先创优、开拓创新、
奋发进取，不断加强和推进基层工会建
设。富阳 15 家工会和 8 名个人在表彰名
单中。
获得杭州市示范职工之家称号的工
会有 2 家，分别是浙江江丰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中国教育工会杭州市富阳区银湖
中学委员会。获得杭州市先进职工之家

称号的工会有 12 家，分别是浙江惠迪森
药业有限公司工会、富春街道江滨社区
工会、场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会、杭州
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工会、杭州亿泰
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工会、杭州诚兴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工会、中国教育工会杭州
市富阳区大源镇中心幼儿园委员会、杭
州天龙手袋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杭州鸿
世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浙江金固股
份有限公司工会、浙江江铜富冶和鼎铜
业有限公司工会、杭州贝斯特气体有限
公司工会。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

7 家富阳企业上榜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董
丽）近日，浙江省老字号企业协会、浙
江百年老字号研究院联合公布 2019 年
度“浙江省金牌老字号”名单，张小泉
股份有限公司（张小泉）、金富春集团
有限公司（金富春）、杭州新南藤竹制
品有限公司（新南）、杭州富春江宣纸
有限公司（富泉牌）、杭州李宝赢堂中
药饮片有限公司（李宝赢堂）、浙江省
富阳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富阳百
大）、浙江振和大药房有限公司（王振
和）等 7 家富阳企业入围。
“浙江省金牌老字号”是经省商务
厅认定的浙江老字号中，经营较好、传

承业绩突出，口碑良好、无违规经营和
消 费 者 投 诉 的 优 秀 老 字 号 企 业（品
牌），每两年认定一次。本次认定上榜
的 2019 年度“浙江省金牌老字号”企业
共有 147 家。
近年来，富阳充分挖掘老字号企
业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产品
技艺，积极打造老字号品牌。一方面
通过积极申报中华老字号和浙江老字
号，提升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积极为
企业搭建平台、开拓市场，组织企业参
加各类展会，鼓励企业发展电子商务，
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5 月 22 日）

聚焦“跑改”新亮点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 陈颖）
昨日，杭州市“民意直通·市民体验”专题
活动开设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富阳专
线，特别邀请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
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组成“民意体验
团”，来到富阳实地考察调研“人生一件
事”
改革。
“民意体验团”一行先后前往区妇幼
保健院和区行政服务中心，详细了解“人
生一件事”改革内容，包括出生、收养、上
学报名、婚姻、身后事等 28 个“一件事”的

2019 年度“浙江省金牌老字号”名单公布

司富春环保分工会获得杭州市先进职工
小家称号。
获得杭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称号的
共有 8 人，分别是区工会女职委副主任张
英、鹿山街道总工会副主席倪俊、新登镇
总工会职业化工会工作者蒋姝、场口镇总
工会职业化工会工作者胡春燕、富春街道
太平桥社区工会主席隋秀英、区教育局工
会常务副主席张建仁、浙江三方控制阀股
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华伟清、杭州亿泰自
控设备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史明月。

为保障节前食品安全

富阳开展
“你点我检”
活动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王
娟）儿童节、端午节即将来临，为进一
步保障儿童食品、端午“五黄”食品安
全，昨日，区市场监管局邀请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群众
代表、媒体记者等共同参与“你点我
检”
活动。
在大润发、沃尔玛两家超市，各位
代表及食品安全监督员随机选择感兴
趣的食品，开展抽样检测。据统计，本
次“你点我检”活动共计抽检 71 批次，
包含水产制品、豆制品、糕点、特殊医
学配方食品、膨化食品、方便食品等 21
个食品大类。
抽检期间，执法人员解读了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安全标准，
解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
“蛋白固体
饮料与特医奶粉有什么区别？”面对这

一问题，执法人员回答，蛋白固体饮料
是指蛋白质含量较高、可以补充蛋白
质的固体饮料，特医奶粉是针对患有
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营养需求而设计
制成的奶粉。也就是说，蛋白固体饮
料不能提供婴儿所需的所有营养，把
它作为婴儿的营养来源，或致婴儿营
养不良，影响其生长发育，严重可致佝
偻病。
此次“你点我检”检测结果不仅会
反馈到各代表处，还将在富阳门户网
站统一公示。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说，
“ 你点我检”活动采取预先不通
知模式，食品经营单位的日常管理一
目了然，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者的食
品安全意识，倒逼其自律、规范经营，
并且对照食品经营要求自查自纠。

区供销总社

推进粮食生产 送农资下乡
本报讯（通讯员 董银玲 记者 许媛
娇）昨日上午，区供销总社为环山乡乐
趣家庭农场和常安镇汪立军家庭农场
分别送上了一份爱心礼包。爱心礼包
里有一张农资提货单，种粮大户可凭
这张提货单，到区供销总社所属的惠
多利农资店，提取同等价值的私人定
制农资商品。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保障
粮食生产至关重要。为深入贯彻中
央、省、市、区保障粮食生产工作精神，
区供销总社、区农合联开展“推进粮食
生产、送农资下乡”活动，为全区范围
内符合要求的 122 家种植业农合联会
员，免费赠送价值共计 70 余万元的农
资商品。
此次送农资以提货单形式发放，
种粮大户可根据生产所需，挑选合适

的农资商品，并通过提货单上的联系
电话，与各属地惠多利农资店电话预
约、送货上门，实现农业生产成本与生
产时间“双节约”
。
区供销总社相关负责人介绍，送
农资下乡工作是当前区供销总社、区
农合联积极贯彻全区粮食生产工作推
进会精神，切实加强农业生产、保障粮
食安全、实现全年粮食增产增收目标
任务的重要举措。送农资活动将于两
天内全部完成，力求以最快速度把这
项福利送到每个种植业农合联会员手
中。除了送农资下乡活动，区供销总
社还将通过统防统治、土地托管、农技
推广等多样化、个性化的生产服务，激
发农合联会员的种粮积极性，鼓励种
粮大户多种粮、种好粮，从而确保全区
粮食稳产稳收、增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