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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承） 极端高温卷
土重来！8 月 5 日，我省大部分地区最
高气温超 37℃，衢州、诸暨、海盐等 22
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16 个气象
观测站日最高温度在 40℃及以上，其
中丽水、武义等4地气温冲上41.0℃。

“当前，我省已进入第三轮严重酷
热天气过程。”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
毛燕军告诉记者，随着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进一步加强北抬，目前已经再次与
大陆高压系统连通，牢牢控制我省。

7 月以来，我省经历了两轮强高温
天气阶段。分别为 7 月 9 日至 15 日以
及 7 月 21 日至 28 日，全省大部地区极
端 高 温 达 40℃ 至 42℃ 、个 别 超 过
43℃，东南沿海 7 个县（市、区）破当地
气温最高纪录。

毛燕军表示，受此前持续高温热浪
影响，我省空气湿度较之前更低，白天升
温会更快。这一轮高温天气与之前相比，
基础温度更高，极端高温可能性更大。

高温何时缓解？毛燕军表示，目
前，副热带高压中心控制浙江省大部地
区，目测至少要到 8 月中旬，才可能发
生周期性变化。

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 7 天我省除
舟山、温州、台州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将
持续 38℃至 40℃、局部 41℃以上酷热
天气，其中 40℃以上区域主要在浙北
和浙西南地区，累计日数可达3至5天。

此外，未来七天我省午后仍有分散
性雷阵雨，其中6日、7日雷阵雨相对明
显，有雷雨时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 8
至11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我省进入第三轮严重酷热天气
●本轮高温天气可能比之前更热
●至少到8月中旬高温才可能发生周期性变化

（上接第一版）
从各地经验来看，随着病毒的变

异，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性增强，但
其毒性相对减弱，临床症状表现也相
对比较轻；疾控队伍快速筛查，可以
尽快发现并确定可能的感染者。流
调排查管控工作越细致，疾病传播控
制就越及时，从而有效防止疫情的蔓
延扩散。

孙 逸 提 醒 ，奥 密 克 戎 新 毒 株
BA.5.2 的传播方式主要还是飞沫传
播，因此个人还是要保持“戴口罩、少聚
集、勤洗手、一米线、用公筷”等良好卫
生习惯，及时关注各地疫情动态，合理
安排出行，尽量不去密闭和人员聚集场
所，减少旅途感染风险。此外，接种疫
苗是预防疾病保护健康的有效手段，如
尚未接种新冠疫苗，应尽快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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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金连山

副组长：李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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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厉佛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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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陈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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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徐其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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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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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顾承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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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陶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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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余兴

组 长：郑建余

副组长：童发根

何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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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陈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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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仲良

组 长：王 敏

副组长：林孝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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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巡视地方（单位）

金华市婺城区

兰溪市

武义县

嘉兴市秀洲区

平湖市

海盐县

物产中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

浙江省财务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

浙江省机场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

杭州市拱墅区

杭州市萧山区

桐庐县

云和县

遂昌县

松阳县

文成县

泰顺县

苍南县

宁波市江北区

宁波市北仑区

宁波市鄞州区

台州市椒江区

临海市

天台县

浙江省二轻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浙江省机电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

浙江冶金集团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值班电话及受理时间

值班电话：0579-82229663，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9-88115915，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9-87668523，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3-82063785，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3-85061236，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3-86819065，受理时间：2022年8月3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9957179080，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9957179080，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9957179080，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3819111510，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3819111510，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3819111510，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1-86801099，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1-82896829，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1-64211006，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8—5138958，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8—8115366，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8—8931567，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8158307856，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5224162744，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8066441650，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4－87387153，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

至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4－86832659，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

至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4－82809935，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

至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6-88835582，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6-85310952，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

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0576—83672591，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

至10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3656639841，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8867537648，受理时间：2022年8月5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值班电话：13067897032，受理时间：2022年8月4日至10

月28日，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联系信箱

1.邮政信箱:浙江省金华市A008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21025）；2.电子邮箱：swxsz1＠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兰溪市A201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21100）；2.电子邮箱：swxsz1＠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武义县A301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

码：321200）；2.电子邮箱：swxsz1＠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嘉兴市A117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4031）；2.电子邮箱：swxsz2＠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嘉兴市A118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4200）；2.电子邮箱：swxsz22＠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嘉兴市A116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4300）；2.电子邮箱：swxsz222＠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A199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0007）；2.电子邮箱：swxsz3＠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A199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0007）；2.电子邮箱：swxsz3＠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A199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0007）；2.电子邮箱：swxsz3＠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A200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0007）；2.电子邮箱：swxsz4＠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A200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0007）；2.电子邮箱：swxsz4＠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A200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0007）；2.电子邮箱：swxsz4＠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A203号邮政专用信箱（邮

政编码310015）；2.电子邮箱：swxsz5＠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A204号邮政专用信箱（邮

政编码：311215）；2.电子邮箱：swxsz5＠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A202号邮政专用信箱（邮

政编码311501）；2.电子邮箱：swxsz5＠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云和县A019邮政信箱（邮政编码

323600）；2.电子邮箱：swxsz6@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遂昌县A020邮政信箱（邮政编码

323300）；2.电子邮箱：swxsz6@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松阳县A0024邮政信箱（邮政编码

323400）；2.电子邮箱：swxsz6@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温州市A225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25300）；2.电子邮箱：swxsz7＠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泰顺县A230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25500）；2.电子邮箱：swxsz7＠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温州市A228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25800）；2.电子邮箱：swxsz7＠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宁波市A015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5020）；2.电子邮箱：swxsz8＠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A014 号邮政专用信箱（邮

政编码315800）；2.电子邮箱：swxsz8＠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宁波市A016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5043）；2.电子邮箱：swxsz8＠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A106号邮政专用信箱（邮

政编码318000）；2.电子邮箱：swxsz9＠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临海市A401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7000）；2.电子邮箱：swxsz9＠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天台县A0101号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

码317200）；2.电子邮箱：swxsz9＠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A201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0009）；2.电子邮箱：swxsz10＠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A201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0009）；2.电子邮箱：swxsz10＠zjsjw.gov.cn

1.邮政信箱：浙江省杭州市A201邮政专用信箱（邮政编码：

310009）；2.电子邮箱：swxsz10＠zjsjw.gov.cn

十五届浙江省委第一轮巡视进驻情况一览表

本报义乌8月5日电（记者 杜羽丰
何贤君 共享联盟义乌站 左翠玉 陈洋波
龚盈盈 林晓燕） 为了在最短时间以最
小代价把疫情控制住，义乌全面“动”
起来，全社会共同参与，党员干部群众
和外籍志愿者奋战在高温防疫一线，
守好社区小门。这期间，暖心故事不
断涌现⋯⋯

8 月 5 日早上 5 时，天刚蒙蒙亮，义
乌市上溪镇溪田村核酸检测点内，陆陆
续续有村民前来进行核酸采样。远远
的，大家就能看到一个身着红马甲、拄
着拐杖的身影。

“错开点，保持距离。”喊话的是溪
田村党支部书记沈永强。只见他左脚
踝上打着厚厚的石膏，拄着双拐站在一
旁，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排队的村民戴好
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有村民忍不住说：“沈书记，你坐下
歇会儿。”他却说：“只是不小心扭了一
下，不要紧的。”此前，沈永强在工作中
不慎摔倒，导致脚踝骨折，医生叮嘱他3
个月内尽量不要下地，少走动。

义乌“8.2”疫情突发，当晚，村两委
所有干部需前去江东街道增援，又收到
第二天要开展全域核酸检测的消息。

“你们去吧，村里还有我呢。”见他还拄
着拐杖，有人提议再留下一个人。沈永
强坚决反对：“我能坚持。”他强忍疼痛
起床，连夜组织布置村内核酸检测现
场、人员安排、疫情防控宣传、村内硬隔
离等工作。

一整天的工作后，沈永强受伤的脚
踝又开始肿胀、充血。村民和志愿者都
劝他回家好好养伤，他却依旧坚持在核
酸检测点维持秩序。

如今，在义乌，有6.6万名党员干部
下沉村社，不惧高温，同心抗疫。

“世界超市”义乌，疫情前每年前来
采购的外商超 56 万人次，有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1.5 万多名外商常住义
乌。在防疫一线，记者还看到了很多外
籍志愿者的身影。4 日，在义乌市稠城
街道金福源核酸检测点，来自土库曼斯
坦的留学生迟本瑞就“客串”当起了志
愿者，协助现场工作人员为前来接受核
酸采样的市民验码，维护现场秩序。

迟本瑞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原本
当天他与女友一同去核酸检测，女友进
去排队时，他便在入口处找了一把椅子
坐着等待。“很多人把我当成了工作人
员，扫场所码给我看。”一开始还没反应
过来，后来他索性“将错就错”，认真协
助现场工作人员查验了起来。“哪里可
以 领 口 罩 ，黄 码 是 不 是 在 这 边 排 队
⋯⋯”迟本瑞耐心为来咨询的群众解
答，时不时还提醒排队的市民保持安全
距离。

5 日一大早，在义乌市后宅街道金
城社区移民事务服务站内，来自约旦的
雪莉忙着致电辖区内的外国友人查核
信息。

提醒社区内的外国友人准点下楼
做核酸，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核酸采样，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作为社区的一
名疫情防控外籍志愿者，这两天，雪莉
忙得不可开交。她说，很多外国人中文
不是特别好，遇到“防疫码”“行程卡”

“中高风险地区”这类专业术语，可能听
不太懂。“我中文比较好，可以帮工作人
员翻译。”雪莉说。

约旦籍商人穆德向福田街道捐赠
了一批防暑降温生活物资，为抗疫一线
送去清凉；来自尼日尔的丁恩在社区帮
忙卸货、搬运发放物资⋯⋯目前，义乌
全市有上百名外籍志愿者奋战在防疫
一线。

此外，还有一大批医务人员、公安
干警、志愿者等坚守一线，用行动“讲
述”他们的抗疫故事。

苏溪镇阳光公益志愿者为苏溪镇
防疫一线工作者送烧仙草、奶茶等自
制冷饮共 720 份。这两天，义乌公安一
则“烈日下的战疫面孔”视频火了，公
安民警脸上一个个界限分明的口罩晒
印，让人看了直呼心疼。高速路口值
班民警在烈日下值守，解开袖口汗水
如注，胶鞋暴晒脱胶。有网友留言：

“有这样的民警在前线守护，一定可以
战胜疫情。”

义乌作为商贸之城，外来人口数超
过本地居民，面对突发疫情，这里涌现
出很多暖心故事。许多外地商人赞叹，
义乌，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

“拐杖书记”坚守采样现场，百名外籍志愿者助力抗疫

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是“主角”

本报义乌 8 月 5 日电 （记者 何贤君
共享联盟义乌站 何欣） 5 日晚，义乌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办公室发布通报，8 月 5 日 9 时至 21 时，
义乌市新增 14 例初筛阳性人员，经复核
为阳性。正对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
者进行紧急排查，落实相关场所管控及
环境消毒等防疫措施。“8.2”疫情发生以
来，义乌市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 149
例，其中 24 例确诊病例、125 例无症状感
染者。

又讯（记者 杜羽丰 何贤君 共享联盟
义乌站 吴峰宇）5 日，记者从义乌市场
发展委获悉，义乌全市 32 个电商园区，
除江东街道昆隆电商产业园、海客电商
园和天下跨境电商产业园位于“三区”范
围内封闭管理，其余 29 个电商园区均正
常运行。

为确保各电商园区安全、平稳、有
序，义乌市场发展委积极指导各园区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织起多级防控网，共同
守住园区“安全门”。

义乌新增
14例初筛阳性
32个电商园区29个正常运转

图为义乌公安民警脸上图为义乌公安民警脸上界限分明的界限分明的
口罩晒印口罩晒印。。

图为沈永强图为沈永强（（右一右一））在核酸采样现场维持秩序在核酸采样现场维持秩序。。

本报讯 （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孙科镂） 作为浙江“宋韵文化传世工
程”的扎实文献依据，8 月 3 日，由浙江
古籍出版社、止观书局共同打造的“两
宋浙刻丛刊”首次亮相。第一辑第一种
国家图书馆馆藏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
铺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率先发行。

“两宋浙刻丛刊”邀请国内外二十
余位文献版本专家组成编委会，共同
梳理、甄别与编纂，以国家图书馆、上
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
馆、南京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馆藏机
构所藏两宋浙刻为主，以海外文博机
构以及民间藏家所藏善本为辅，撷取
其中最具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
术代表性的瑰宝，运用现代先进的印
制技术，高清仿制，从而确保整套丛书
严谨的学术性与珍贵的收藏价值。

“两宋浙刻丛刊”第一辑，即首次将

现存的南宋书棚本以整体的风貌展现
于世，分别为《唐女郎鱼玄机诗》《周贺
诗集》《朱庆馀诗集》《李丞相诗集》《甲
乙集》《宾退录》《续幽怪录》以及《王建
诗集》8 种。其中，率先发行的《唐女郎
鱼玄机诗》据国家图书馆所藏陈宅书籍
铺刻本影印。全书镌刻秀丽工整，不仅
是陈宅书籍铺代表之作，更是鱼玄机诗
集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版本。

“‘两宋浙刻丛刊’出版项目的实施，
旨在使珍贵的两宋浙刻本‘走’出图书
馆、博物馆，扩大流传范围，拓展阅读空
间，使更多的学者不借助原本，便可对两
宋浙刻进行细致地研究，从而既推动文
献学、版本学、书籍史等研究领域的发展
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宋刻原
籍。”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说。据
悉，该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分10辑影
印出版两宋浙刻善本共38种408卷。

“两宋浙刻丛刊”初亮相

本报杭州8月5日讯（记者 沈听雨）
在 8 月 8 日全国全民健身日即将到来
之际，省体育局于 8 月 5 日发布《2020
年浙江省全民健身发展指数报告》（下
称“报告”），这是我省首次面向社会发
布全民健身发展指数。

指数评估设置“全民健身基础条
件”“全民健身参与程度”“全民健身综
合效果”3 个一级指标，“健身场地”“健
身经费”等 9 个二级指标，及“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全民健身综合满意度”等
30 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满分为 100
分。调研覆盖全省48个县（市、区），大
数据来自33768个问卷调查有效样本。

2020年浙江“全民健身发展指数”
得分为 80.69 分，总体发展状况较好。
全省各地市“全民健身发展指数”总体
差 距 不 大 ，其 中 ，湖 州 得 分 最 高 为
85.54分。

报告显示，我省的国民体质合格
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等数据居全国前列。

具体来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长迅
速，2020 年全省体育场地总面积达到
14956.52 万平方米，相比 2019 年增幅
为 9.15%；公共体育场馆服务水平大幅
提升，浙江被国家体育总局纳入首批公
共体育场馆开放使用综合试点省份，截
至 2020 年底，公共体育场馆服务大提
升完成率达 49.4%；科学健身指导能力
增强，2020 年浙江每千人拥有注册社
会指导员人数达2.52名。

不过，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
化、多层次体育需求与公共体育服务有
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等多项重点指标在全省各
地市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仍不平衡。浙
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副院
长李启迪参与了此次调研工作，他表
示，下一步，将在统筹推进山区26县乡
村振兴中，更注重农村场地体育设施建
设，开展多元化体育活动。

据悉，从今年起，浙江将每年发布一
次全民健身发展指数。

浙江首次发布全民健身发展指数

本报讯（通讯员 陈铎 记者 李灿）
8 月 5 日，为期 5 天的 2022 年浙江省

“红领巾学院”学员培训暨争章挑战营
在绍兴收官，来自全省 11 个设区市的
44 名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及 22 名辅导
员参加此次活动。

据了解，本活动由团省委、省少工
委主办，绍兴团市委、绍兴市少工委承
办。11 位优秀校内外少先队辅导员、

电视节目制作人、少先队工作专家担
任培训导师，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社会实践能力提升等
主题，组织党团队知识竞赛、思政微课
等18场活动。

团省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红领巾学
院”每年都会开展相关培训比赛，今年首
次在培训中融入了争章考核，评选出11
名优秀学员和8名省级四星章获得者。

“红领巾学院”收官“红领巾学院”收官

本报讯 （记者 胡静漪 通讯员
陈丽莎） 近日，记者从国网浙江省电力
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推动 11 个设区
市出台电力接入工程费用分担机制，截
至目前，全省已落地39个项目，涉及资
金2.01亿元，有效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截至目前，全省各设区市均已出台
实施细则。据了解，在城镇规划建设用
地范围内，自去年3月1日后通过出让或

划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项目，其建筑区
划红线外发生的电力接入工程费用，由
政府和供电公司按不同项目类别、以不
同形式分担。根据测算，仅在杭州市，该
政策每年可为企业降本超10亿元。

国网浙江电力营销部营业处处长
侯素颖介绍，以往延伸投资政策主要面
向小微企业，此次政策进一步扩大受益
面，以降本增效优化营商环境。

电力接入工程费用分担机制助企降本电力接入工程费用分担机制助企降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