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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村安置小区
将整体加装电梯

截至 7 月 21 日 8 时

全国有疫情高风险地区 1 个
和中风险地区 6 个

惠及 283 户住户

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 通讯员 徐添丁
夏成叠）昨日上午，春江街道民主村安置
小区整体加装电梯开工仪式在民主佳苑
北面广场举行。
民主佳苑、直塘新居两个安置小区，
共有住宅 27 幢，住房 680 套，住户 588 户，
居住人口 2261 人，分别于 2015 年、2016 年
开始安置入住。由于当时部分楼房采用
多层设计，未设计安装住宅电梯，上下楼
不便的问题日益凸显，加装电梯成了住
户们的共同心愿。本次计划加装电梯 37
台，涉及住户 283 户。民主村安置小区电
梯加装，同时也是为了助推“美丽杭州”
持续创建。
去年，春江街道建设锦园加梯工程被
选为 2020 年度杭州市最美加梯项目。民
主佳苑、直塘新居的住户们也盼着加装电
梯。为充分掌握住户意愿，民主村两委一

今日
天气

多云到阴
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户户地跑、一户户地听。通过做宣传、讲
政策、访居民、听意见、集民意、勤沟通等
一系列扎实工作，有效促进加装电梯相关
工作按程序一步步推进。
“可以省钱啦，其他楼有先装修的住
户，因为没有电梯，装修时搬运材料都要
搬运费，现在我们不需要这种费用了。”住
户蒋阿姨说。孙大伯虽然住一楼，但也是
加装电梯的拥护者。他说，9 号楼住户均
为民主村村民，平时楼上楼下关系特别
好。
“我们楼道有四五个老人，平时他们上
下楼太吃力了，往往是走一段停一段。等
电梯装好了，
他们上下楼就不成问题了。”
区住建局物管科相关负责人说，去年
以来，为把加装电梯这项民生实事办好、
办实，区委、区政府进一步优化既有多层
住宅加快电梯实施细则。乡镇（街道）安
置回迁小区及富春街道纳入老旧小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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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有阵雨或雷雨

造的楼道若要加装电梯，政府补助金额将
从原先的 20 万元/台提升至 30 万元/台，
其中安置回迁小区需达到 40%以上加装比
例方可申请补助。同时，有条件的镇街可
结合本地实际，
配套一定的补助奖励。
“除政府补助的 30 万元/台外，春江街
道另外补助 5 万元/台。”民主村党委书记
蒋力增说，加装费用总价从 50 万元/台到
54 万元/台不等。也就是说，用上补助资
金后，每个楼道需要自己承担的费用不足
20 万元。
“85%以上电梯安装工作在车间预装
完成，卡扣式打桩工艺、预制式基坑、整
段式吊装、装配式装修等将极大地提升
产品品质、现场安全以及工期进度。”加
装电梯总包负责人介绍，此次加装首批
开工 20 台，预计 11 月底前完工，整体工程
争取到明年春节前交付。

后天

气温：
25—29℃

阴有中到大雨
气温：
24—27℃

气温：25—30℃
平均相对湿度 75%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唐伊
敏）记者从区疾控中心了解到，截至 7
月 21 日 8 时，全国有疫情高风险地区 1
个、中风险地区 6 个。其中，南京市江
宁区禄口街道谢村社区、白云路社区、
石埝村三地，
较前一日提高风险等级。
疫情高风险地区为瑞丽市姐告国
门社区；
疫情中风险地区分别是瑞丽市
弄岛镇雷允村委会雷允村民小组、
德宏
州陇川县章凤镇迭撒村拉影村民小组，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谢村社区、
白云
路社区、石埝村，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
道九塘行政村毛家圩自然村。
区疾控中心提醒，疫情防控、人人
有责，为构建健康、安全、有序的工作
和生活环境，请大家继续配合落实各
项疫情防控健康管理措施：
请市民密切关注疫情动态，非必
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去中高风险地区，
若确需前往，需全程做好个人防护、保
持社交距离，返富后按照本区疫情防
控要求落实健康管理措施。
6 月 21 日以来有德宏州瑞丽市疫
情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和 7 月 1 日以来
有德宏州陇川县疫情中风险地区旅居
史的人员，应暂缓来富返富；如仍需来
富返富，要严格落实“14+7”健康管理
措施。对 6 月 21 日以来有德宏州瑞丽
市旅居史、7 月 1 日以来有德宏州陇川
县旅居史的来富返富人员，实行“7+7”
健康管理措施（即先实施 7 天集中医学
观察，第 1 天和第 7 天分别做一次核酸
检测，期满核酸检测阴性者继续实施 7
天日常健康监测，期满再做一次核酸
检测）。对 6 月 21 日以来有德宏州旅

居史的来富返富人员，实行“3+14”健
康管理措施（即到达目的地须核验 3 天
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无
证明的，就近引导至综合服务点等指
定场所接受核酸检测。对核酸检测阴
性者，纳入 14 天日常健康监测，期满再
做一次核酸检测）。
7 月 10 日以来有南京市疫情中风
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应暂缓来富返
富 ；如 仍 需 来 富 返 富 ，要 严 格 落 实
“14+7”健康管理措施。对 7 月 10 日以
来有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旅居史的
来富返富人员，实行“7+7”健康管理
措施。对 7 月 10 日以来有南京市旅居
史的来富返富人员，实行“3+14”健康
管理措施。对 7 月 10 日以来从南京禄
口国际机场出发或经停的来富返富人
员，要求三次核酸检测：第一次核酸检
测为追踪到的当日，第二次为追踪到
的第 3 日，第三次为来富返富后的第
14 日（上述核酸检测时间节点如重合
可相应减少）。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前往商场超市、宾馆酒店、农贸市
场等室内人群密集和封闭场所时要全
程规范佩戴口罩，主动配合亮码测温，
养成“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一米
线、用公筷”
等健康行为习惯。
请市民时刻注意自身、家人及周
围人员健康状态，如出现发热、咳嗽、
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
状，须立即到就近定点医疗机构发热
门诊就诊（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并尽量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实告知个
人旅居史、活动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台风“烟花”路径大调整

本周末富阳有大风大雨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俗话说：
“中
伏包大暑，酷热四十五。”昨日进入“三
伏天”的“中伏”，今天迎来“大暑”节
气，但这些天我们的关注点都在台风
“烟花”身上。从最新预报来看，
“烟
花”的路径出现大调整，接下来将给富
阳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 6 号台
风“烟花”已于昨日加强为强台风级，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4 级（42 米/秒），预
计将以每小时 1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
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3 日
傍晚前后移入东海东南部海面，然后
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将于 25 日白天
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
目前来看，由于台风“烟花”引导
气流较弱，移动路径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可以肯定的是，
“ 烟花”会向我国
华东沿海靠近，可能登陆，也可能近海
北上，还可能在东海海域原地打转。
连日来，受台风外围影响，富阳的
高温天气已经有所缓解。区气象台预
计，今天富阳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
雷雨；明天出现降雨的概率更大，阴有
阵雨或雷雨；本周六开始，一直到下周
二，富阳将有一轮比较明显的风雨过
程，目前来看，至少有中到大雨，局部
暴 雨 ，并 伴 有 6—7 级 、阵 风 8 级 的 大
风。公众要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
台风动态，提早做好防御准备。
在风雨影响下，未来几天气温将
明显回落。今天最高气温 30℃左右，
明天开始，最高气温降至 27—29℃，最
低气温 24—25℃，体感会凉快不少。

“三伏天”晴热持续

富阳多措并举抗旱保绿

养护人员正在洒水作业

这两天全国关注的河南郑州遭遇
罕见特大暴雨，也与台风“烟花”有关。
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烟花”的出现，使
大量水汽通过偏东气流源源不断地从
海上输送到陆地，
遇到河南省特殊山区
地形后，产生强辐合抬升效应，导致降
水集中，且持续时间长。目前来看，只
有等“烟花”
靠近或登陆我国，
环流形势
调整后，
当地的降水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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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杜丽
苗）近日，富阳持续高温晴热，为保绿
化安全度夏，避免发生缺水焉萎、落叶
现象，区市政公用中心和绿化养护单
位多措并举、全面开展抗旱保绿工作，
确保绿地景观安然度过“高温季”。
“三伏天”伊始，区市政公用中心
召开抗旱保绿紧急会议，确定抗旱保
绿详细方案，要求各养护单位制订辖
区路段及公园养护人员排班表，严格
按照排班计划开展抗旱保绿工作，确
保每天出动绿化养护人员 100 余人、洒
水车 20 多辆，对城区道路两侧及各公
园绿化洒水灌溉作业，每条道路定量
到车、定点到人，做到辖区每片绿化养
护到位。
由于高温干旱天气持续，城区用
水紧张，为不影响市民日常用水，富春
江沿岸绿化采用水泵从富春江抽水灌
溉，以缓解用水紧张问题。如遇旱期

缺水阶段，中心与养护公司将多方位
与水务公司、新城管委会等单位协调，
确定供水点，
保障绿化用水。
夏季浇水需避开高温天气，因此，
中心组织洒水作业主要集中在晚上 8
点至次日 8 点。该时段气温相对较低，
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在城区道路与各
公园轮班洒水作业。为避免水流、泥
土等影响路面整洁，绿化工人严格控
制洒水设备出水量，一条路来回多次
慢慢渗透，
确保浇足水、浇透水。
去年补种的苗木长势相对较弱、
抗旱能力较差，仅靠夜间洒水不能缓
解干旱，中心采用挂水袋的方法，随时
为树木“解渴”。养护人员自制一批水
袋，每天下午 6 点左右将水袋灌满，水
会通过小孔慢慢渗透至土壤中。银杏
容易受干旱影响而落叶，养护人员将
水袋“滴灌”的方法应用在各公园、道
路的银杏树上，
以确保银杏健康度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