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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6月8日）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22年6月7日16时发布

1.码头、汽车站、火车站、地铁站；
2.游艺娱乐场所和上网服务场所、歌

舞娱乐场所、棋牌室（麻将馆）、桌游室；
3.游船（观光船）、公交车、出租车、

网约车、疫情防控转运车辆；
4.影剧院、文化馆、展览馆、博物馆、

美术馆；
5.健身运动场所；
6.写字楼、办公场所、产业园区；
7.酒店、宾馆、民宿、农家乐等经营

性住宿场所；
8.商业综合体、商场、超市、冷链食

品和进口水果经营场所、农贸市场、专
业市场、快递处理场所和网约点；

9.餐厅（馆）、咖啡馆、酒吧、茶室；
10.银行、证券营业部、通讯营业部；
11.公共浴室浴场（含婴幼儿洗澡）、

理发店、美容店、足浴店；

12.公园、旅游景点；
13.会展中心；
14.图书馆、书店；
15.医疗机构、药店；
16.建筑业（工地）；
17.机关、行政服务中心、企事业单位；
18.学校、校外培训机构、托幼机构、

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宫）；
19.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殡仪馆、临时
安置点、监管机构、儿童康复机构、残疾
人之家；

20.社区、物业项目部、居民小区；
21.宗教活动场所。

提醒：除居民回居住小区外，未取
得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或已采证明
的人员，不得进入以上重点场所。

重点场所名单（第一批）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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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记
者从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
到，常态化核酸检测和重点场
所 扫 码 核 验 工 作 是“ 无 疫 单
元”创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快
速排查隐匿病例、及时切断传
播途径、防止疫情扩散的重要
举措。为深化“无疫单元”创
建，根据上级要求，经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自 6 月
10 日起，全面实施常态化核酸
检测和重点场所扫码核验工
作。具体内容如下：

全区范围内居民及其他在
富人员需要进入全区范围内以
下重点场所的，需凭72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或已采证明。

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和公
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等重点监
测人群，按照规定的核酸检测
频次执行。

杭州市外非疫情重点地区
来富返富人员，应提供抵富前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进入重点场所，严格执行

“应扫尽扫、应验尽验、验码必
严”，对执行不到位的重点场
所（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
追究相关责任。

对于老年人和小孩等人群，
通过身份证“帮扫”、市民卡“帮
验”等途径，帮助其完成核验。
也可凭“核酸已采凭证”（各核酸
采样点采样后可领取）进入重点
场所。

在富中小学生在每周一、
三、五校内常规核酸检测的情况
下，可凭各校“核酸已采凭证”或
校牌、学生证（出入证）进入重点
场所。

在 48 小时内接种过新冠疫
苗的人群，不宜参加72小时常态
化核酸检测，可凭“新冠疫苗接
种凭证”进入重点场所。

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实际
和上级要求作相应调整。

6月10日起

进入21类重点场所需凭
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或已采证明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曹
杰）日前，“益”青春“创”未来“公益
梦创小屋”在位于达夫路的“方糖空
间”正式揭牌，并举行第一场青创沙
龙活动。

“公益梦创小屋”的初衷
和运营模式

2021 年 6 月，团区委承接了共青
团基层组织改革全国试点工作。借助
全国试点改革的契机，团区委通过整
合“政府＋社会”资源，打造“共青团公
益梦创小屋”服务门店，为创业青年和
特殊青少年搭建创业就业平台，探索

“政府提供场地—共青团全程服务—
青商企业风投—初创青年运营—困境
青年就业—创业反哺公益”的全新服
务模式，形成具有共青团特色的民生

实事品牌。
“公益梦创小屋”位于富阳核心

街区达夫路 279 号，服务门店占地面
积160平方米。项目采用“场地免租+
公益辅导+自主经营+政策扶持”运营
模式，由方糖空间作为门店运营方，
打造青年文化服务、社区电商，零售、
饮品以及阵地展示为一体的文化生
活馆。同时委托区青商会、青创联盟
成员担任创业导师，一对一扶持公益
门店运行。

“公益梦创小屋”充分挖掘团属资
源，整合其他区级部门资源优势，重点
吸引区城投集团等国有资产产权单位
加入，给予公益创业店铺租金上的优
惠、地段上的福利；借助区市场监管局、
区民政局等业务单位优势，共同做好青
年创业企业、青年社会组织等经营招标
单位的发动工作；对接区残联等部门，

加大全区残疾青少年、困难青少年等群
体就业需求排摸，为其提供公益店铺就
业岗位。目前，梦创小屋门店每年核减
租金 20.5 万元，首期政策 5 年，预计争
取免租优惠近100万元，吸引区级青商
会风投资金10万元。

为青年创业就业提供全
方位支持与帮助

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团区委一直积极响应富阳人才强区战
略，充分整合“政府＋社会”资源，服务
初创青年。此次通过梦创小屋项目创
新型服务与运营模式，助力搭建“一店
多点”扩散性受益圈，全方位为青年创
业就业提供支持与帮助。帮助刚踏入
社会、想要创业的青年，提供风险系数
相对较低、社会准入门槛较低的创业机

会，帮助青年提前了解企业注册全流
程，初试实体创业氛围；帮助残疾青少
年、困难青少年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
作，通过自己的力量学习一技之长、解
决个人生活需求；打造更具团属氛围的
青年之家，丰富服务青年新路径，帮助
团组织有效凝聚青年、更好地服务青
年；盘活部分国有资产，融入更多年轻
人的经营思维，为社会创造更大经济价
值；服务更多青年，公益店铺主要客户
群体面向年轻人，以销售当下年轻人喜
爱度较高的产品为主，让青年在富阳享
受更高品质的消费。

该负责人说，接下来，团区委将
充分依托“公益梦创小屋”服务门店，
为创业青年搭建更广阔的交流平台、
组织更丰富的交流活动，加快创业青
年成长发展。

“公益梦创小屋”揭牌
为创业青年和特殊青少年搭建创业就业平台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林思
帆）昨日是2022年高考首日，为给广大
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场环
境，富阳交警针对我区 7 个考点制定
专项交通组织方案，对考点路段进行
交通管制。

昨日上午 8 点 45 分，考生已进场
完毕，考点附近路段交通管制开启，城
区中队 TPTU 警力在大桥路、鹳山狗
头颈、文教路等路段，放上“前方正在
高考，请绕道通行、禁鸣”的标识牌，并
开展执勤巡逻，对现场车辆进行引

导。对个别需要途经考点路段的工程
车辆，交警一一上前嘱咐驾驶员不要
鸣笛。大队指挥中心还利用视频监
控，人工干预相关道路信号灯，确保交
通有序畅通。

交警提醒广大市民，6月7日至10
日高考交通管制期间，富中考点附近
禁止新沙村至富中渡轮的拖拉机和
货车通行，富春江第一大桥北端机动
车禁鸣缓行；二中考点北渠路从大桥
路路口至文居街路口全段，除公交车
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公交车禁鸣缓

行，虎山路禁止车辆通行，北渠路文
居街路口至公望街路口、文居街恩波
大道路口至北渠路口车辆禁鸣缓行；
新登中学考点附近的登城北路、共和
北路（富春港到新登一幼）、共和街，
禁止拖拉机及大货车等噪声较大车
辆通行，其他车辆禁鸣缓行；场口中
学门前的龙江路延伸段（至东吴小
学）、江波街禁止车辆通行，鹿山大道
和依江路场口中学段车辆禁鸣缓行；
实验中学附近的朱山路禁止车辆通
行；富阳学院校门前文教路段车辆禁

鸣缓行；区职教中心学校周边相关路
段车辆禁鸣缓行。

希望广大驾驶员在出行时尽量避
开上述路段，绕道行驶。考生家长在
出入考点路段时要自觉遵守交规，服
从现场交警指挥，开车接送时做到依
次行进，即停即走，不扎堆、不逗留，
切勿将车辆横停、并排停放或逆向停
放，为其他考生进出提供更多便利。
考生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可向现场交
警求助。

高考期间富阳交警为考生保驾护航

市民驾车出行请尽量避开管制路段

从严从紧打好疫情防控战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高考今日进入
第二天，富阳的天气延续多云基调，助力考
生发挥。同时，新一轮降雨已经在赶来的
路上，如果步伐快一点，预计在高考最后一
天，也就是本周五开始，雨水就会露脸了。

区气象台预测，今天多云到晴，明天云
量进一步增多，昼夜温差较大，午后最高气
温 29—31℃，体感比较闷热；最低气温
19—21℃，早晚相对舒适。

恰逢高考，建议考生选择宽松透气的着
装，饮食清淡，备好防暑降温药品。在考场
外等候的家长们要做好防晒遮阳等措施。

省气象台提醒，明天起，浙南地区有雨
水，气温开始下滑。而对于杭州地区来说，
10日起天气将逐渐转阴，并伴有阵雨。

具体到富阳，预计本周五多云到阴，有
时有阵雨，当天是高考结束的日子，考生和
家长要提前备好伞具。11日至13日，也就
是本周末到下周初，全区将有一次阵雨或
雷雨天气过程，其中12日前后雨量比较集
中，可能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

放眼全国，自5月下旬以来，华南多地
出现连续“龙舟水”。进入本周，福建、广
东、广西等地的雨更是仿佛“开闸”一般，多
地遭遇大暴雨。

据中国天气网介绍，“龙舟水”通常是
指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中上旬华南地区雨
量大且集中的降水，由于其出没的时间正
值端午节龙舟竞渡之时，因此有了“龙舟
水”这一称呼。

从最新天气趋势分析来看，今年 6 月
上旬至中旬，我国主雨带基本在华南至江
南一带，等到6月下旬，随着副热带高压北
抬，雨带就会移动至江南北部。这段时间
内，江南上空会逐渐形成一条相对稳定的
梅雨带，带来持续的梅雨影响。

今明延续多云天气
新一轮降雨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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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16
时，全国有疫情高风险地区4个、中风险地
区30个。

扫一扫看
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名单

截至6月7日16时

高风险地区4个
中风险地区30个

因城区部分道路交通整治工程建设，自2022
年6月10日起至2022年8月30日，需要对富阳区
春秋北路—文居街改造优化，该工程涉及的施工
道路为文居街、春秋北路交叉口段，主要施工内
容为中央绿化带及公交站台改造、进口道沥青铣
刨摊铺。

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施工期间调整相关交通组织
措施。

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交通方式，服
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遵守相关交通标志、标线规
定，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6月7日

关于城区部分道路交通整治工程交通组织调整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