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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管理实现系统性“智”
治
本报讯（记者 姜炜 通讯员 何乙波
朱婷）富阳人的“母亲河”富春江，流经
11 个乡镇（街道），纳渌渚江、壶源溪、新
桥江、大源溪等支流，水资源丰富。保
障富春江全域水环境、让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中的青山碧水容颜常驻，是广大富
阳人共同的心愿。近期，生态环境局富
阳分局推出新版“五水智治”平台，助力
水域管理系统性“智”治，提升全域水环
境治理智慧化水平。

数据驱动
实现综合治水智能化
早在 2015 年，生态环境局富阳分
局就分期建设了一套“五水共治”信息
化综合管理平台，包含治污水、防洪水、
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大内容，在消
除黑臭河、剿灭劣Ⅴ类、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2021 年，富阳地表水水环境质量状况保
持稳定。12 个监测断面，除大浦闸、北
渠水质为Ⅲ类外，其余 10 个断面为Ⅱ

类，均满足水环境功能水质目标要求，
达标比例为 100%。富春江、渌渚江、苋
浦河、北渠、壶源溪、剡溪、大源溪、南渠
等主要河道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水环
境功能要求，达标率为 100%。
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现有治水成
果、推动治水从“治污”向“提质”迈进，
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深化数字化改革，
树牢整体智治理念，基于原有信息化基
础，搭建了一套集全局管控、多部门联
动、统筹协调、信息共享、统一决策指挥
于一体的“五水智治”平台，让治水监
测、预警、运维、考核、溯源、决策更加有
效、准确，推进富阳区水环境精细化、精
准化智能管控。
“五水智治”平台以“智在管理、慧
在应用”为核心建设理念，为水环境管
理提供全方位的智慧管理与服务支持，
实现以数据为驱动的综合治水智能化，
全面支撑富阳“五水共治”碧水行动，综
合提升水环境管理能力。通过该平台，
以往散落在各部门的如河道、管网、泵
闸站、视频监控、河湖长等基础数据得

到了统一整编归集，方便调取、查看。
此外，还能对河道水质进行实时监控、
预警，引入智能分析、辅助决策，并及时
派发河道、管网的巡查养护任务，实现
事件闭环处置、高效运维管理。

多措并举
完善“治水”
物联感知网络
为真正做到水岸同治、标本兼治，
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在原有基础上升
级改造了 40 余套河道水质监测站，新
布设了 6 套液位电导一体化监测设备
（安装于雨水管网及排口）、6 套液位流
量 COD 一体化监测设备（安装于污水
管网），并集成重大排水户用水及排水
信息，污水处理厂、泵站的运行数据等，
构建了富阳区“户—网—站—厂—口—
河”的全方位物联感知网络，实现了水
环境问题的监测预警、污染溯源。
为解决常规人工巡河存在的效率
低、时效差等问题，生态环境局富阳分
局基于已建设的前端视频监控，结合后

端新引入的 AI 算法，打造了视频 AI 分
析系统，实现了河湖垃圾、水面漂浮物
的自动识别、自动抓拍，并生成事件下
派给片区巡养人员，形成事件的闭环化
处置。
此外，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还建
立了覆盖全流程、精细化、标准化的管
网、河道、泵闸站等的巡查养护管理系
统，对全区水域进行网格化划分，管理
者可通过系统查看巡查养护人员上报
的涉水事件、巡养轨迹、巡养记录等，
形成巡查养护工作的统一监管和考核
机制。
视频分析、AI 算法等技术手段的应
用，大大提高了河湖水库涉水事件的发
现处置效率，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远程
巡河，
让
“治水”变
“智水”
。
接下来，富阳将坚持治水管理与数
字治理有效结合，继续提升智慧感知和
预警溯源能力，不断提高水环境污染防
治工作水平和效率，全面助力水环境质
量改善。
>>>更多内容见 2 版

2022 年全国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在富开赛
比赛共有 18 支代表队参加，将持续到 12 月 1 日

本报讯（记者 金易梵 摄影 骆晓
飞）昨日，2022 年全国射击锦标赛（飞
碟项目）在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开赛。
本次锦标赛是全国射击运动最高水平
的赛事之一，也是富阳区首次承办全
国性的射击赛事。
上午 8 点 30 分，男女多向 75 靶比
赛正式开始。随着一声声枪响，被击
中的飞碟在空中瞬间破裂。举枪、瞄
准、射击、换弹……射击运动员用自己
的飒爽英姿刷新着电子记分屏上的成
绩。
本次比赛是国家飞碟射击队组队
选拔赛之一，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以
及巴黎奥运会作准备。比赛设男子飞
碟双向、女子飞碟双向、男子飞碟多
向、女子飞碟多向、飞碟双向混合团体
五个项目，分为资格赛和决赛两个阶
段，将持续到 12 月 1 日，共有来自全国
多个省份的 18 支代表队、264 人参赛。
为更好地服务运动团队、办好本
次全国射击锦标赛，富阳银湖体育中
心于 11 月 11 日接到本次赛事的承办
任务后，立即召回了运行团队成员、组
成 了 近 300 人 的 工 作 团 队 。 在 时 间
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中心工作人员加
班加点完成了设施改造、赛场布置、物
资采购以及防疫、安保、后勤保障等方
案的编制和实施，确保了赛事的顺利
开展。
“本次锦标赛是银湖体育中心第
一次承办全国性体育赛事，充分检验
了场馆运行团队的接待能力和赛事保

马利阳在督查﹃非粮化﹄整治工作时强调

富阳推出新版
“五水智治”平台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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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地“非粮化”整治是稳定粮食生
产 、应 对 风 险 挑 战 的 迫 切 要
求。昨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
长马利阳在督查“非粮化”整治
工作时强调，要提高站位、压实
责任、狠抓落实，严守耕地保护
红线，
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为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
百姓“米袋子”，近年来，新登镇
坚持多措并举、分类施策，扎实
推 进“ 非 粮 化”整 治 。 在 九 儿
村，一片片抛荒耕地全部完成
复种，其他区块清理工作也正
稳步开展；担负着全镇最重清
理任务的元村村，通过永久基
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成效逐
步显现。实地踏看两村“非粮
化”清理工作进展后，马利阳指
出，加强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
全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
压舱石，要紧盯时间节点，实施
挂图作战，加快恢复耕地功能，
让良田回归
“粮田”
。
永昌镇唐昌村的田间地头
传来隆隆机声，挖掘机正挥舞
“长臂”，对占用耕地的果树进
行全面清理。与此同时，春建
乡铁坎村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
会、入户走访讲解政策等方式，
引导动员群众积极参与“非粮
化”清理，力求在节点内完成耕
地恢复。马利阳指出，要落实
土地平整、田埂增设、机耕路修
复、灌溉设施建设等工作，认真
做 好“ 非 粮 化”整 治 后 半 篇 文
章。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治
粮，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帮
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确保整
治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督查中，马利阳强调，耕地
“非粮化”整治工作时间紧、任
务重，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
站位，坚定信心决心，以“长牙
齿”的 硬 措 施 ，严 格 管 控 耕 地
“非粮化”，真正做到良田粮用、
稳粮保供。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担当作为，
既立足当前，持续打好“连片流转、直接清退、
优化调整”组合拳，健全完善“非粮化”协同监
管机制，确保耕地保护常态化、长效化；又着眼
长远，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投入，创新农技推广服务方式，推动农
业生产经营规模化、标准化。要强化宣传引
导，营造浓厚氛围，提高群众对粮食安全、惠农
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知晓率，凝聚耕地保护
最大合力。

推进“全域景区化”
让
“营地+”在乡村多元素融合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共富链”
看点 3 版
比赛现场
障能力，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迎接亚运
会的信心和决心。”富阳银湖体育中心
场馆运行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国家飞碟射击队教练王晓曾参加

过六次亚运会，他认为富阳银湖体育
中心完全符合国际办赛标准。
“除了硬
件设施完善，这里的青山绿水也能让
运动员们更好地享受比赛。”除此之

外，富阳银湖体育中心场地设施的有
力保障、竞赛组织的有条不紊、信息服
务的精准高效，也给教练员、运动员留
下了深刻印象。

近期流感进入高发期
富阳不少学生“中招”
今冬要预防流感大流行

看点 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