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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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后天 阴有时有小雨

今天起到下周

雨水间歇露脸 利于缓解秋燥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10月5日以

来，富阳连续 10 天没有下一场像样的
雨，很多人嘴角开裂、喉咙干痒，秋燥问
题已经找上门。幸好，今天起到下周，
雨水将时不时光临，虽然不是明显降
雨，但可以缓解空气干燥。

昨日下午开始，随着雨带靠近，富
阳已经出现间歇性小雨。今天白天是
主要降雨时间，雨量小到中等，体感比
较阴冷，大家出门除了带上雨具，还要
适当添衣。今天夜里降雨停止转阴天，
明天预计多云到阴，运气好的话，说不
定能见到阳光，适合组织秋游活动。

从目前预测来看，10 月 18 日（周

日）到19日上午还有一次弱降雨过程，
20日转为阴到多云，21日又有小雨。

总体来看，未来一周内，雨水隔三
岔五会露个脸，其他时间以多云为主，
大家可以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安排洗晒。

10 月已经走过一半，气温稳步往
下走，秋意更浓。预计今天到10月21
日，最高气温稳定在19—22℃，最低气
温18 日之前为16—17℃，19 日起降至
12—14℃，早晚寒意渐起，注意保暖。

从全国季节分布看，眼下，秋季仍
占较大面积，从四川、陕西、北京到广西
西部、广东北部、福建北部，都能感觉到
浓浓的秋意。同时，冬天的版图也在逐

步扩展，东北、西北等地已经投入初冬
的怀抱，吉林西部、辽宁等地也正在入
冬进程中。夏季最后的领地位于海南、
广东、广西东部、福建南部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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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安
修伯）记者从区经信局获悉，近日，省
经信厅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组
织 2020 年度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
领域首台（套）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
要求企业在今年 10 月 17 日之前完成
申报工作。

根据通知要求，申请企业应为在
富阳区域内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研发和生产机构设在富阳区域
内的企业；申报产品为 2018 年以来研
制完成并已投入产业化应用，符合浙
经信技术〔2010〕520号和《浙江省高端
装备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2019 版）》
（浙经信装备〔2019〕86 号）有关要求；
申报类别分为国际（今年新增类别）、
国内、省内首台（套）三类，同一产品只
能申报其中一类。

根据规定，省经信厅将对认定为
2020 年度首台（套）产品给予认定奖
励，其中，国际首台（套）产品奖励 200
万元、国内首台（套）产品奖励 100 万

元、省内首台（套）产品奖励 50 万元。
富阳区级政策对国内、省内首台（套）
另有奖励。

首台（套）是“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的简称，指经过创新，其品种、规格
或技术参数等有重大突破，具有知识
产权的首台（套）或首批次装备、系统
和核心部件等。首台（套）产品的研
制，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
技水平、制造能力和综合实力。而首
台（套）产品的开发往往需要投入大量
科研经费，而且存在不小的技术和经
济风险。

申报要求及申报材料详见“技术
创新网上办事大厅”，请有关企业对照
申报条件和材料研判是否申报。符合
条件的企业请提前与区经信局电话联
系，并于10月17日前，下载相关材料模
板，并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一份）报至
区经信局 210 办公室（双休日正常上
班），区经信局将会同区财政局初审。
联系电话：63101200、63372711。

2020年度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
首台（套）产品认定申报明日截止

请相关企业抓紧申报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东汉时期
小孔融，文明礼貌记心中；尊老爱幼把
名扬，勤打招呼做榜样，做榜样！”身穿
汉服、打着快板，富春第四幼儿园20多
名中班小朋友正在体验国学课。

10月14日上午，“弘扬中华文化，
重温国学经典”——“杭州日报·乐说
小主播”走进校园活动首堂国学公开
课在富春四幼举行。孩子们在家长们
陪伴下，一起参与了这堂国学公开课。

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孩子们学习
国学知识，聆听《孔融让梨》的故事，学
习尊老爱幼优秀品德。他们穿上小汉
服、打着快板，齐声朗诵，家长们纷纷
拿起手机记录下这一场面。通过寓教
于乐的国学课，孩子们不仅传承了优
秀中华文化，践行中华美德，还锻炼了
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
扬，需要从幼儿抓起。”杭州日报富阳
远方教学基地负责人说，杭州日报报

业集团在富阳合作创办远方教学基地
的初衷，就是希望依托“国学经典”，让
孩子们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奠定未
来发展的基石。

早在建园之初，富春四幼就依据
各种教育理念思考，梳理明晰幼儿园
校园文化和课程的立足点。“我们立足

‘德’与‘行’整合育人，依托‘国学经
典’载体，形成以‘传统美德启童心，国
学经典伴我行’为理念的特色课程，在
传承浸润中滋养孩子们的心田，养成
其受益终身的良好习惯与品行。”富春
四幼园长刘燕说。为此，富春四幼建
设传统美德文化墙和故事廊、百草园、
节气墙、国粹馆等，为孩子们精选适合
阅读的传统经典故事作品，通过小剧
场表演、故事盒表演、皮影戏表演等形
式，让孩子们演绎经典故事，领悟其中
蕴含的道理，举办传统文化游戏节、小
班经典吟诵会、中班美德故事会、大班
古诗词大会等品牌特色活动。

“杭州日报·乐说小主播”走进校园活动
首堂国学公开课走进富春四幼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骆
丹）10月12日至10月14日，区农业农
村局对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
员开展业务培训，该局与执法相关的
科站负责人也参加了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行政执法常
见问题应对及笔录规范》《涉林行政案
件类型及办理实务》《加强检查公益诉
讼，助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等。区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本次培训主
要是学习贯彻《关于深化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厘清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机制和管理职责，不断提
升执法干部法治思维、法治意识和依
法行政能力水平，着力打造政治信念
坚定、业务技能娴熟、执法行为规范、
人民群众满意的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近日，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机
构设置得到批复，同意撤销杭州市富
阳区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杭州市富阳
区水政监察大队、杭州市富阳区农业
机械监督管理站、杭州市富阳区渔政
管理所，组建杭州市富阳区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队，实行“局队合一”体制，在
区农业农村局挂牌。区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队以区农业农村局的名义依法统
一行使兽医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畜禽屠宰、种子（种畜禽）、肥料、农药、
农机、农产品质量，以及动物卫生监
督、植物检疫、渔业、林地、林木、野生
动物、森林防火、水资源、水工程、水土
保持、水事活动等领域的行政处罚，与
之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执法
职能。

区农业农村局
对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开展培训

富阳220户生活困难老年人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

从生活细微处关爱老人

改制二十周年·金富春话丝绸（五）

丝绸的美丽优雅和雍容华贵，古今中外，帝
王将相、黎民百姓无不为之折服，但丝绸是怎么
做出来的呢？今天，就来介绍下这神奇的衍变
过程。

桑叶是家蚕的主要食物。家蚕一生经历了
卵、幼虫（蚕）、蛹、成虫（蛾）四个阶段。蚕卵孵
化出蚁蚕，经过3—4次的蜕皮，约30天后长成
熟蚕，吐丝结茧，同时成蛹。一周后化蛾，钻出

茧壳，雌雄交配，产卵后死去。
蚕的发生期一般从桑树发芽时开始，蚕子

发生时称为催青期，需要在空气流通、温度和湿
度适当的室内保护12—13天，使蚕子孵化。

孵化出来的蚁蚕只有 3 毫米长，0.5 毫克
重。经过桑叶饲养 25—28 天后，蚕成熟前长
7.5—9厘米，重约4—5克。在整个育蚕期中，从
湿度通气、饲叶、清除蚕所排泄的蚕沙和碎叶，
到蚕熟后上簇作茧，是一系列较细致的工序。

蚕熟上簇作茧之后，下一步就是缫丝。为
避免蚕茧在贮存期间活蛹化蛾，简单的烘茧杀
蛹设备会利用热能杀死鲜茧茧腔中的活蛹，并
除去适量水分。当然，也有用鲜茧直接缫丝
的。蚕茧经由缫丝机缫制成生丝后，便进入了
丝织等阶段。

一条蚕短短的一生，吐出的丝却有约1000
米长。做一条领带需要约110个蚕茧，而做一
件女士上衣则需要约630个蚕茧。

蚕的一生都在无私地奉献，把美丽留给人
间。金富春也要立志于这种精神，把您的生活
点缀得更加美丽多彩。

蚕到丝的神奇转变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汪家骅）
家住富阳银湖街道受降村大树下自然村
的孙爷爷和周奶奶最近逢人就夸：“政府
帮忙‘装修’了屋子，现在日子过得真是舒
服多了。”原来，3个月前，孙爷爷家完成了
生活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幸福指
数上了一个台阶。

政府买单上门“装修”
孙爷爷的儿子有残疾，他们家是低保

户。孙爷爷还是退伍老兵，首批家庭适老
化改造中，他家被优先考虑。

他和周奶奶住的屋子共两个房间，一
间是厨房和餐厅，一间是卧室。从房间内
到大门口，墙上都安装了扶手，高度正好
到孙爷爷腰部，卧室床边也有扶手。他平
时身体还算不错，但上了年纪，走路靠拐
杖，有了扶手，在屋内走走可以不带拐杖。

最让孙爷爷夫妻俩觉得舒心的是卧
室里隔出的厕所间。此前，孙爷爷的女婿
用木板隔了简易厕所，用了七八年，早已
摇摇欲坠。这回趁着适老化改造，木板被
拆除，改成实体墙，里面装上了新的坐便
器、洗手台、花洒。为避免老人洗澡时滑
倒，还安装了扶手和坐浴装置。

“富阳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每
户标准在1万元左右，孙爷爷家基础比较
差，费用稍微多一些。”区民政局养老服务
指导中心工作人员说。

对比改造之前，孙爷爷家的墙体、天
花板都重新粉刷了，厨房多了煤气灶台和
刷碗池，房间有了新衣柜，厕所有了热水
器，原本杂乱不堪的屋子焕然一新。“多亏
了政府，现在进门屋子都变得亮堂了，我
们住得舒服多了。”周奶奶由衷地说。

220户家庭改造进入验收阶段
其实，除了孙爷爷和周奶奶，今年富

阳享受到适老化改造的老年人家庭还有

不少。为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省里要求
富阳今年完成首批150户生活困难老年人
家庭适老化改造，市里增加到190户，富阳
自加任务，首批定为220户。目前，220户
已经全部进入验收阶段。

“这220户家庭中，155户为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中享受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
和失能老年人家庭，已实现全覆盖。剩下
名额给了低保户中部分失能的老年人和
80周岁以上的自理老年人家庭，是我们通
过综合评估筛选出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被列入改造名单后，相关工作人员会
上门评估，设计改造方案。改造之后，每
户家庭的改造申请表单、改造验收表单、
改造前后图片比对等资料，会按照一户一
档的原则电子化、信息化归档。

居家适老化改造聚焦老年人安全、健
康等功能性需求，改造内容包括地面、墙
体、居室、厨房间、卫生间等，围绕“如厕洗
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居家环境改善，智

能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五个方面，提
升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和居家生活品质。

接下来，富阳还会逐步铺开生活困难
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范围，提升困难老
人的生活质量。

这间“样板房”可供参考
富阳还打造了一间适合老年人居住

的“样板房”，位于在水一方富春街道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二楼。

“给老年人居住，装修时要注意很多
环节，比如地板要特别防滑，厨房高柜老
人要能够到，墙上要安装扶手，床边就有
呼叫系统等。我们提供这个样板房，就是
为了给有需要的家庭做个参考。”该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这间“样板房”自去年开放之后，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往参观。如果你对它的装
修细节感兴趣，可以前往参观。

墙上都装了扶手

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