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风“灿都”近海滞留

今明两天富阳仍有明显降雨
防御工作不可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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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富阳各乡镇（街道）严阵以待，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将台风“灿都”带来的影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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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村民，请做好相关防护措施，
远离江边，远离池塘，将窗台上的花盆
移掉……”昨日上午，场口镇上沙村以
场口方言、车载音响实时播报防台温馨
提示的方式，有效打通了防台预警“最
后一公里”，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的安全
意识。这一“土味宣传”的方式，在此前
的防台、防疫中效果明显，一直被沿用，

受到村民欢迎。
东洲街道按照“宁可十防九空、

不可万一失防”的原则，全面实现街
村（社）“九个有”，即做到有办事机
构、有应急预案、有值班人员、有值班
记录、有信息系统、有抢险队伍、有防
汛防疫物资、有避灾场所、有警示宣
传资料。

9 月 12 日，新桐乡召开防范台风
“灿都”工作会议，要求全乡上下高度重
视台风防御工作，筑牢六道防线，冷静
有序面对。

昨日，常安镇再次召开防台防汛工
作布置会，要求严格按照区委决策部
署，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足的准备，尽
可能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加强宣传，提前部署

加大巡查力度、备好充足物资、消除安全隐患……

面对这场台风 我们防范到位

防御台风“灿都”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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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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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灿都”动态如何？风雨影响还会
持续多久？根据区气象台的最新预测，
台风对富阳的影响虽然已进入后半程，
但今明两天仍有明显降雨，防御工作不
可松懈。

昨日，“灿都”的移动路径不断调
整，登陆浙江沿海的概率减小，昨日下
午到傍晚，其中心逐渐穿过舟山群岛。
根据预测，今明两天，“灿都”在浙江舟
山嵊泗东北部沿海回旋少动，9月16日

（周四）开始快速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
缓慢减弱。

据区气象台监测，截至昨日 16 时，
全区面雨量69.2毫米，有1个站点（占比
1%）在150毫米以上，有13个站点（占比
20%）在100毫米以上，最大为里山镇安
顶山 162.1 毫米，其次为渔山乡五岭村
131.1 毫米，城区 53.5 毫米，最大 1 小时
雨强为环山乡杭千中埠收费所20 毫米
（9 月 12 日 8—9 时）。从雨量排名前 10
的站点分布来看，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东

部和南部乡镇。风力方面，最大为里山
镇安顶山8级（20.4米/秒），其次为富春
街道三桥7级（16.8米/秒），城区7级（14
米/秒）。

截至发稿前，富阳区气象台继续发
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阴有中
到大雨，银湖、里山、渔山、大源、灵桥等
乡镇有暴雨，最大西北风可达8级；明天
阴有中雨，局部大雨。

由于“灿都”强度强、移动缓慢，其
影响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局部地区可

能出现极端降水，要特别关注短时极端
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流域
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目前来看，本周四开始，台风对富
阳的影响基本结束，当天雨水渐止，周
五到周日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局地
雷阵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
26—27℃，周四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0—
32℃；最低气温基本保持在 22—23℃，
早晚比较凉爽，已进入夏末秋初的舒适
状态。

相关新闻

区农业农村局：180余名党员赴一线指导防台工作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于璇）9 月 12 日上午，区农业农村
局召开防台工作部署会议，向全区
农户及乡镇（街道）发送防台提醒，
提醒广大种植（养殖）户做好设施
加固、沟渠疏通、成熟作物及时抢
收等工作，同时备足救灾物资，加
强巡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
小流域山洪灾害等安全防范工作，

确保人员安全。
昨日上午，区农业农村局开展

“支部联乡镇，党员做先锋”活动，局
属12个支部180余名党员赴24个
乡镇（街道）各行政村开展检查指导
工作，重点检查病危山塘水库、在建
水利工程、民宿（农家乐）、廊亭
（桥）、大棚设施和渔船安全等情况，
提醒群众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区城管局：整改拆除59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李扬鸣）为防御台风“灿都”，区城
管局积极应对，排查388处违规广

告，整改拆除 59 处存在安全隐患
的户外广告，避免台风天气“来自
头顶的危险”。

杭州交通港航执法部门富阳大队：加强巡查，做好宣传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徐丽

亚 通讯员 周传勇 钱子雯）杭州
交通港航执法部门富阳大队积极
响应上级指示，加强对辖区港口
码头、锚地船舶、重点航段等方面
的巡查，通过大喇叭喊话、短信等
方式全面做好防台知识宣传，提
醒船舶、渡口、码头和涉水施工企
业等加强值班，落实加固防风措
施。

针对近期富阳锚地船舶一直
居高不下的现状，积极对接船闸
运营单位，采取单向或进出不等
量的调度措施，疏散沿线待闸船

舶。
全力做好富阳航区下中上游

水域船舶疏散工作，将上游下行船
舶疏散至中埠大桥上游等避风条
件好的水域安全锚泊。

昨日上午，富阳辖区全面封
航，渡口停渡。当日上午 11 点 05
分，杭州交通港航执法部门富阳大
队接到求助一个电话，称新沙岛上
有一不满一周岁的婴儿需要出岛，
前往位于市区的母亲身边接受哺
乳。接到求助电话后，富阳大队执
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11点34
分，成功将婴儿接送上岸。

城建集团：“一点一策”治理积水点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蒋

立红）为做好防台工作，城建集团及
下属子公司启动24小时领导带班
值班制度，组建10支备勤队伍，473
人随时待命。同时，组织集团各部
室及子公司严格抓好隐患排查整改
工作。截至昨日下午4点，检查在
建工地、户外广告牌等658处，发现
并整改隐患 37个。

富阳水务组建 31 支应急队
伍，严格落实积水点“一点一策”方

案，对北门路等低洼路段实行专人
专点驻守，及时抽排。昨日中午，
王家庄积水点出现积水，应急小队
利用强排车紧急抽排，一个多小时
后排干积水。

城建集团养护公司派出多路
队伍，修剪和加固城区易倒伏树
木，截至昨日中午，修剪行道树、公
园乔木 800 余株，加固行道树 817
株，扶正行道树2株，清理断枝0.5
吨。

昨日，常安镇村干部迅速下沉一
线，落实危险区域人员走访转移、山塘
水库危险排查、危旧房排查等工作，并
加强值班值守，全面压实责任。

东洲街道组织人员加大对地质滑
坡点、老旧房、低洼地、防洪堤、码头、工
地、江上渔船、江边钓鱼者以及沿溪、沿
江、沿浦隐患点等的排查力度，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落实。东洲现有实际经营
民宿89家、农家乐24家，昨日全部暂停
营业；排查发现鸡笼山地质灾害点需转
移人员 38 名，已全部组织转移并妥善
安置；扩面转移、安置建筑工地工人等

76人。
新桐乡排摸了辖区内山塘水库、地

质灾害隐患点和避灾场所等，针对各类
安全隐患采取加固设施并设置警示标
志等措施。新桐乡干部全员到岗，24
小时值班值守，加强巡查检查工作，聚
焦薄弱环节，上门向独居老人和危旧房
农户发放转移通知单，并联系其家人做
好相应转移工作。

9月12日起，渔山乡村两级干部、
党员、志愿者等，上门劝导住在危旧房
里的老人紧急撤离，并帮他们安置到村
避灾点。

9月12日晚，里山镇安顶村村干部
带队，紧急将居住在4个地质灾害点附
近的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转移村
民均得到妥善安置，身体情况良好。

常绿镇黄弹村、五联村等，也将村
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不断组织村民
撤离。

此前受台风“烟花”影响较大的大
源镇，此次更是严阵以待。大源镇组团
负责人、勤功村干部上门开展险情排
查、人员转移和应急抢险等工作。截至
发稿时，转移群众24人，有16人转移到
亲戚家，8人转移到养老院安置点。

加大巡查排查力度

东洲街道提前备好卫星电话、挖掘
机、推土机、货车等防台物资。街道 3
支应急队 50 名应急人员随时待命，各
村应急人员 300 人通知到位。落实抽

水泵 11 台、发电机 2 台、卫星电话 16
台，全部处于可用状态。联系大小型挖
掘机、推土机、货车等 15 辆，随时待
命。麻袋、编织袋等储备充足，可随时

调用。
湖源乡昨日一大早就备好沙包等

应急物资。

防台物资准备充足

“山上流下来的水漫到我家里，都
到脚背了。”昨日中午，灵桥镇新华村党
委书记丁建平接到一个求助电话，村里
80岁的独居老人王金银正因家中积水
而发愁。

接到求助电话后，丁建平带领村干
部赶往老人家中，党员志愿者李天松、
倪进及村民志愿者李美琴也闻讯赶来。

到达后，李美琴、李天松用锄头疏
通了老人家门口堵塞的水渠，疏通长度
近百米。其余人则紧急灌好20余袋沙
包，运到老人家门口的道路上，沿水渠
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排险结束后，大
家又齐心协力将积水、石子清理干净，
保障来往行人的安全。

昨日凌晨2点，灵桥镇紫薇大道路

段有梧桐树倒伏于路中央，存在交通安
全隐患，镇村干部第一时间将其移除；
上午，灵桥镇蔡家坞村响天湾水库旁山
体出现溪流，为防止山体滑坡，镇村干
部紧急排险并疏通出水溪道。

针对巡查发现的各危险地段、建筑
物等，灵桥镇均已拉起警戒线，并劝离
附近村民。

迅速行动，排除险情

疏通堵塞水渠

将婴儿接送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