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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今天阴有小雨，夜里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今天气温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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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周 晓 露）5 月 14 日
起，来富、返富人员，全区 24 个乡镇（街
道）辖区内市民进入以下区域范围内
重点场所或乘坐富春街道主城区公共
交通工具，应自觉完成 48 小时核酸采
样。
富春街道、春江街道、东洲街道、鹿
山街道、银湖街道和新登镇、场口镇、大
源镇范围：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型活动
中心、商业综合体、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宾馆饭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

A 级景区、富春街道主城区公共交通工
具等场所需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或采样凭证。
全区范围：高铁站、地铁站、离富汽
车站、酒店宾馆民宿、学校、校外培训机
构及影院、浴场（含婴幼儿洗澡、游泳
馆）、美容院、足浴、KTV、歌舞厅、咖啡
馆、茶座、酒吧、网吧、棋牌室、麻将室、
桌游、游艺等室内密闭公共场所需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采样凭证。
注意事项：对无法提供 48 小时内

核酸阴性证明或采样凭证的市民禁止
其进入场所，劝导其就近去核酸采样。
其他测温、扫码、戴口罩、查验行程卡等
常规管控措施不变。区防疫指挥部将
根据上级有关防疫要求，动态调整执行
查验的行业场所范围。
此举旨在认真贯彻“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
全面推进“无疫单元”建设工作，有效防
范新冠肺炎病毒隐匿传播和疫情扩散，
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和城市安全运行。

另据悉，今日起，富阳调整部分常
态化核酸检测采样点和采样时间，此
次新增 14 个常态化核酸检测采样点，
截至目前已有
81 个 采 样 点 。
接下来将根据
实际情况适时
调整点位和采
样时间，请市民
朋友们持续关
扫码查看
注。
常态化核酸采样点

助企纾困促发展
海关简化备案办理手续和出口产品申报流程

助力出口笋制品快速通关
吨。
此外，钱江海关驻富阳办事处还
针对竹笋加工行业开展专题调研帮
扶，讲解 RCEP 原产地政策、企业信用
管理等内容，提升企业出口产品竞争
力。同时，严格做好出口笋制品生产
的过程管理，围绕生产基地管理、产品
溯源、重金属农残项目自检自控等方
面对企业进行指导，督促企业加强食
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保障出
口笋制品质量安全。
笋制品加工行业的健康发展，带
动了笋农增收致富。
“今年我们合作社
竹笋销售有望超过 500 万元，每户社
员可以拿到 10 多万元。”雨露竹笋合
作社负责人邵生林表示。
钱江海关驻富阳办事处工作人员
核查企业生产车间
▲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巩
焕然）眼下正是竹笋收获季节，鲜嫩
的竹笋除了摆上市民餐桌，还有一部
分经过加工后销往海外。针对企业出
口面临的困难，钱江海关驻富阳办事
处推行预约通关、随报随检等便利措
施，通过“互联网+海关”、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等数字平台，简化企业备
案办理手续和出口产品申报流程，助
力出口笋制品快速通关。
“多亏了海关的指导和帮扶，保障
了公司出口笋制品顺利赶上船期。”杭
富罐头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叶晓平
说，
“ 受疫情影响，现在出口的船期比
较难订，有时好不容易订到出口舱位，
时间又非常紧，需要抓紧完成通关手
续 。”得 益 于 海 关 的 帮 扶 ，今 年 1—4
月，该公司共出口各类笋制品近 1350

富阳 10 个项目列入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
实施类项目全年投资进度已提前过半

本报讯（记者 陈凌 通讯员 吕剑）记
者从区发改局获悉，
近期，
省发展改革委
下达《2022 年省重点建设和预安排项目
计划》，富阳列入省重点计划项目共 10
个（实施类 9 个、预备类 1 个），总投资
518.3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67 亿元。

其中，实施类项目 9 个，包括水利
设施项目 1 个（亚运场馆及北支江综合
整治），综合交通项目 5 个（灵桥互通改
建、大盘山隧道、富春湾大道一期和二
期、秦望通道），先进制造业项目 1 个
（富芯一期）、社会民生项目 2 个（省中

医院新院区、省人民医院富阳院区），预
备类项目 1 个（329 国道渔山至高桥段
改建工程）。截至目前，9 个实施类项目
总计完成投资 33.5 亿元，提前实现年度
任务过半。
下一步，区发改局将牢牢扭住省重

点项目“牛鼻子”，以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 服 务 为 抓 手 ，坚 持 统 筹 协 调“ 解 难
题”、督导通报“明导向”、服务保障“添
动能”，为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区主战
略，加快产业新动能、城市新轴线、发展
新环境立起来提供重要保障。

马利阳在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

明起进入这些场所
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或采样凭证

绷紧弦 强举措 压责任
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本报讯（记者 许
荆楠）昨日上午，区委
副书记、区长马利阳
在全区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上强调，要绷紧
安全之弦，强化安全
举措，压实安全责任，
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
施落实落细落到位。
区领导钟永明、何献
忠参加。
会上，区住建局、
区食药安办、区消安
委办、区安委办分别
通报部署全区自建房
安全、食药安全、消防
安全和应急管理等工
作情况。
马 利 阳 指 出 ，安
全生产警钟长鸣，安
全责任重于泰山。当
前，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和复杂多变的
外部环境，各类风险
因素交织叠加，安全
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今年以来，国家和省
市密集召开安全生产
领域工作会议，系统
部署相关工作，我们要提高思想认识，绷紧安
全之弦，坚持底线思维，强化系统观念，以严而
又严、细而又细的工作作风，确保安全生产各
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以“一万”的努力杜绝
“万一”
的风险。
马利阳强调，要强化安全举措，狠抓工作
落实。抓好疫情防控，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
态，严格对照防疫要求，坚决管好大中小门，强
化疫情应急处置，全力做好各项防疫措施。抓
好危旧房治理，深入开展城镇危房解危和农村
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三年行动，严打违法违
规行为，强化房屋全生命周期管理和城乡危旧
房汛期隐患排查。抓好食药安全，紧盯重点场
所、重点领域、重点时段，以最严谨的标准、最
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
决守住“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抓好消防安
全，突出关键环节，深化消防隐患专项治理，强
化消防基层基础建设，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建
设，全面推动火灾防控和灭火救援能力“双提
升”
。
马利阳要求，要压实安全责任，筑牢安全
防线。强化三方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各
项工作。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
岗带班和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
信息联络畅通；严格落实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
度，强化信息首报意识，严格遵守报送时限规
定，杜绝瞒报、漏报、迟报。强化应急准备，认
真做好队伍、物资、装备、通信等各项应急救援
准备，加强应急演练，时刻保持应急状态，一旦
发生突发事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及时有效
开展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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