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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中雨，
局部大雨。今天气温 23—27℃。

富阳新闻网：
www.fy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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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家事微法庭”
半年化解家事纠纷 300 余起

防御台风
“灿都”特别报道

“富阳智慧”创新家事纠纷诉源治理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实习记者 金
易梵 通讯员 王泽烽 倪慈丹）常言道
“清
官难断家务事”，富阳创新建立的“富春
家事微法庭”成为有效化解婚姻家事纠
纷的典范，
并在全市进行推广。日前，
杭
州婚姻家事
“微法庭”
现场会选择在富阳
召开。据了解，仅半年时间，
“富春家事
微法庭”
就已成功化解纠纷 300 余起，
法
院家事纠纷案件收案下降接近 30%，心
理干预近 200 人，
成效十分明显。

创新机制
富阳开设“家事微法庭”
家事纠纷的伦理性、家庭生活的私
密性以及夹杂其中的情感纠葛、利益分
配等，使得家事纠纷相比其他纠纷更难
处理，婚姻失和、家庭不睦，影响的不仅
仅是个体的幸福，更会危及到社会的安
宁与稳定。为破解这一难题，2021 年 3
月 8 日，
“富春家事微法庭”作为全省首
个家事纠纷诉源治理“微法庭”挂牌成

立。
“富春家事微法庭”全面整合了妇
联、
公安、
法院、
司法等部门资源，
通过数
字赋能治理、
化解阵地前移、
部门联动处
置。充分利用
“最多跑一地”
联动机制中
现有的“点对点”联络机制，由区法院的
干警与各村（社区）妇联主席建立在线联
络工作联动机制，做好家事纠纷矛盾化
解的法律业务指导。由乡镇（街道）妇联
牵头，
定期召开工作例会，
通报各部门有
关家事微法庭的工作开展情况，就调解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作沟通交流，讲解
有借鉴意义的典型案例、创新举措等。
同时建立
“家事纠纷从哪里来，
调解回哪
里去”
的就地解决机制，
根据案件复杂程
度委托当地特邀调解员介入或是由乡镇
矛调中心集中统筹处理。
据了解，在运行过程中，
“富春家事
微法庭”正是利用自身的资源以及专业
优势，有效地分流化解一部分家事矛盾
纠纷，减缓了家事诉讼案件增量。

“家事微法庭”
工作初现成果
王某和赵某已经年近 80 岁，儿子
阿良由于债务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留下了妻子陈某和还在襁褓中的孩子
小佳。2017 年，在获得曾经的公婆同意
后，陈某在之前阿良审批完成的宅基地
上拆除老宅，重新建造房屋。双方于
2018 年在村及街道办干部的参与下达
成了一份协议，约定房屋由陈某出资建
造，王某和赵某拆除老宅，新屋的二层
归孙子所有，在王某和赵某百年之前归
二老居住。
可是新屋建成后，因探视权问题以
及房屋建造的出资问题，曾经的婆媳之
间矛盾不断，闹到了村里、街道，也惊动
过派出所。后来矛盾升级，王某和赵某
一纸诉状，将曾经的儿媳和孙子告上了
法院，要求被告保障自己对于新屋二层
的居住权。
“富春家事微法庭”通过部门联动，
提前介入到此案中。工作人员以小佳

这个情感纽带作为突破口，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分析了协商解决对于小佳未
来心理健康成长以及家庭观念的重要
性，最终双方同意和解并达成了调解协
议。一起可能影响到下一代的家庭纠
纷化解在萌芽阶段。
“家事微法庭”成立至今，像此类事
例不胜枚举。据统计，
“家事微法庭”成
立至今，仅驻矛调中心调解团队自区婚
姻登记处、
“ 富春娘家人”、法院在线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等平台就接收调解案
件 375 件，调解成功率达到 80%。富阳
法院受理的家事纠纷案件也从疫情前
2019 年 1—8 月的 586 件，下降到今年同
期 458 件，下降幅度达 28.84%。微法庭
还邀请心理咨询师协助进行专业的心
理疏导和危机干预，有效化解他们的心
理问题，维护了家庭和谐稳定。富阳的
婚姻家庭调解案例还被央视引用为经
典案例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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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东洲堵坝
你好，公望大桥
从城区前往东洲小沙，东洲大堵坝是
必经之路。坝上高高的枫杨树、装满各色
江鲜的大红盆以及大堵坝尽头沙上人自己
种的葡萄和西瓜，是关于东洲大堵坝满满
的记忆。
随着 9 月 15 日东洲大堵坝实施封闭并
开始拆除，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大堵坝将
消失于北支江上。取代其通行功能的，是
如白鹤展翅般的公望大桥。
曾经，东洲人靠双手筑起大堵坝，促进
了东洲岛的发展；如今，公望大桥将肩负起
东洲岛腾飞的重任，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即
将到来的亚运会和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美
好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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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台应急响应调整至Ⅲ级

富阳有序做好
复工复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邓根平）今年
第 14 号台风“灿都”
（强台风级）13 日 19 时中心
位于富阳东北方向约 325 公里的海面上，强度
缓慢减弱。我区防汛形势逐渐向好，指挥部于
13 日 19 时 30 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Ⅱ级调整
至Ⅲ级。
受台风“灿都”影响，9 月 12 日 20 时至 13 日
20 时，全区面雨量 52.8 毫米；至 13 日 20 时，富
春江富阳站水位 5.52 米（警戒水位 8.0 米，保证
水位 9.0 米），岩石岭水库水位为 50.66 米（汛限
水位 52.14 米），城区皇天畈区域水位 5.58 米（警
戒水位 6.15 米）。至 13 日 20 时，共有 5 个站点
（占比 8%）出现 7 级以上大风，最大里山镇安顶
山 8 级（20.4 米/秒），其 次 富 春 街 道 三 桥 7 级
（16.8 米/秒），城区 7 级（14 米/秒）。
据统计，截至 9 月 13 日 16 时，全区完成转
移涉险人员 1291 人，其中小流域山洪极高危区
569 人；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范区 270 人，东南
部乡镇一般风险防范区 308 人；其他转移人员
144 人。临时转移工地人员 3245 人。
全 区 山 塘 水 库 679 座（山 塘 528 座 、水 库
151 座），已全部持续预泄排险。所有山塘水库
实行人员加密巡查，
直至应急响应结束。
全区所有建筑工地停止一切施工作业，对
施工工地起重机械、施工架体、塔吊、围挡、工
棚、广告牌、行道树等进行防风管理，拆除广告
牌 115 块，1048 个在建工地全部停工，转移民工
3245 人。
城区 29 处易内涝点均按照一点一方案要
求，派抢险队到预置现场备勤 183 人；全区 8 个
景区，570 家民宿（农家乐）全部停止经营，4 个
开放性文体场馆全部关闭。
截至 9 月 13 日 20 时，富阳未接到险情灾情
报告。
随着防台应急响应的调整，13 日 20 时，区
防指下发《关于做好“灿都”台风响应等级调整
后复工复产的通知》，决定于 9 月 14 日上午 6 时
起，全区建筑工地、危化车辆、大型载重车辆、
客运班线、农家乐、景区景点(滑翔伞、索道栈
道、漂流等危险性旅游景点除外)、文体场馆、矿
山危化企业等Ⅱ级响应期间停产停业的企事
业单位，经安全检查后，有序恢复。富春江上
船舶根据钱塘江流域三防响应预案响应降级
后，
由区交通运输局适时发布解除封航决定。
据气象预报，今天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
雨，区防指要求各乡镇（街道）危险区域已转移
人员暂时不得回迁，具体回迁时间指挥部另行
通知。

加大巡查力度、备好充足物资……

让失能老人舒适有尊严地洗个澡

面对这场台风
我们防范到位

富阳这支公益队伍已累计助浴 2000 余次，
服务老人百余位
看点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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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富阳区新登中学八十周年校庆
公告（第二号）
八十载风雨沧桑，八十载春华秋实。2021 年 10 月 3 日上午 9 时，学校将在校园
内举行建校 80 周年庆典。值此，谨向新登中学 80 年来所有的创业者和建设者、关
心和支持新登中学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友好人士、各届校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
最崇高的敬意！
80 周年庆典，是新登中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学校事业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历史见证。八秩岁月，母校历经沧桑；再创辉煌，需我辈更同心同力。
我们诚邀海内外广大校友荣归母校，畅叙往日情怀；热忱欢迎各级领导和社会贤达

献计献策，共襄盛典。
新登中学 80 周年校庆筹备办公室地址：
美术综合楼一楼。
电话：
（0571）58973966 微信公众号：
ZJSFYXDZX。
欢迎来电来访！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新登中学校庆筹备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14 日

迎亚运 展风采 全面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开展“迎亚运
迎亚运、
、展风采
展风采，
，全面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全面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行动
行动，
，实施“985
985”
”工程
工程，
，即：确保在 2022 年杭州亚运会前
年杭州亚运会前，
，建成 9 大辨识度高的都市项目
大辨识度高的都市项目，
，形成
8 大标志性强的产业群落
大标志性强的产业群落，
，探索 5 大富阳特色的治理行动
大富阳特色的治理行动，
，推动城市新轴线
推动城市新轴线、
、
产业新动能、
产业新动能
、
发展新环境
“立起来
立起来”
”
，全力描绘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全力描绘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

扫一扫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