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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榜小区

道路更畅通 出行更舒心

我区推进交通治堵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记者 张婷婷

滨江区拥有

众多大型高新企

业、多个产业园区

和繁华商圈等，人

流量大，车流量也

大，早晚高峰的拥

堵曾经是许多在滨江上班的人的苦恼。

今年年初，在滨江区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各代表团代表投

票选出滨江区2021年度10件民生实事

项目，“推进交通治堵”就在其中。

今年以来，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滨江大队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从道路、

公交和共治多个维度，打出了一套治堵

“组合拳”，目前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小 小 的 2.3 平 方 公 里 内 ，集 聚 网

易、阿里巴巴等 4000 多家企业，以及

超过 9 万名员工。由此带来的交通压

力，可想而知。

“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时段，每小

时车流量可达 1.5 万辆。”滨江交警大

队副大队长马绍旺介绍，2.3 平方公里

内，有 69 个园区出入口，路上堵，园区

里也堵，车子“进退不得”的窘境日复

一日。

为解决这一困难，我区通过对有

限道路资源的挖掘、重塑，寓数字化技

术于交通治理，早晚高峰拥堵指数下

降 11%以上。

据 了 解 ，前 期 ，我 区 通 过 立 体 扫

描，并计算了车流的浮动和动线，发现

小镇内交通高峰更高、小路比大路更

堵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在出入口

众多的网商路、江淑路等道路，我区施

行不同方向的单向通行，并通过数据

计算，自动触发调节指令，实现车道在

线可变。

例如，每天一到早晚高峰，网易园

区二期往北 30 米，在滨安路与网商路

交会处的单向通行电子指示牌就会自

动亮起。这时，原本双向通行的车流，

变成了单向通行，相当于车道“变宽”

了一倍，车流变得有序，行车速度也快

了起来。

除了利用数字化引导车流，园区

管理边界的重构，也是我区治堵的“法

宝”之一。

“我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拥堵不

仅发生在公共道路上，还发生在园区

入口和内部。”马绍旺说。

针对这一现象，除了优化园区内

部交通动线，滨江还走了两步棋——

“外延”和“内缩”。园区保安不仅仅

只负责园区内部的交通指挥，还将管

理范围“外延”到路边，引导车辆进入

园区，及时提醒临时停车驶离；另一方

面，还对部分具备条件的园区入口进

行改造，将道闸“内缩”进园区，增加

蓄车的空间。

这“一伸一缩”，在加快了车流通

行速度的同时，还减少了“在路上”停

滞的车辆，道路通行效率提升明显。

“园区多、企业集中是滨江交通的

最突出特点之一，也容易造成部分点位

‘特别堵’的现象。”叶建国是滨江交警

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他介绍，近年来，

我区每年都会对针对部分堵点，进行整

体的提升改造。

今年，我区已完成滨兴路与长河路

交叉口、滨兴路与江虹路交叉口、滨康

路与长河路交叉口、滨康路与聚才路交

叉口、滨康路与江虹路交叉口、江晖路

与月明路交叉口、江晖路与春波路交叉

口、江晖路与滨安路交叉口、江晖路与

记者 张婷婷

最近，家住在滨江的“金牌导游”诸

鸣获得了杭州好人榜十月份敬业奉献好

人荣誉。

今年夏天，一段讲述浙江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视频让他火了，不仅网友纷纷

留言点赞，央视重点栏目也给予了关注

报道。

今年44岁的诸鸣是杭州百缘旅行社

的一名导游。他戴黑框眼镜，背着双肩

包，身材微胖，面庞黝黑，大家都亲切地

喊他“小黑”。其实，“小黑”不仅是社交

网络红人，他还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导

游、国家导游技术技能大师、浙江省旅游

行业带头人、杭州市终身金牌导游等荣

誉称号。

2013年，随着公司搬迁至高新区（滨

江），他也把家安到了滨江。

“当时感觉滨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

建设已经开始腾飞了，这几年越来越好

了。”诸鸣回忆道。闲聊间，说起滨江的

特色，诸鸣开始发挥导游的“特长”，掰着

指头细数滨江的“好”：“第一，滨江的变

化是日新月异的，身在其中我很荣幸。

第二，滨江非常现代化，人群也年轻，我

去市民之家办事，不仅仅是最多跑一次，

还办得非常快，这是我在别的地方体验

不到的。第三……”

从事导游行业20余年，诸鸣不仅建

立了国家导游大师工作室直播间，培训

导游约15万人次，还积极帮助全国各地

进行旅游开发。

身为浙江人，为让更多人了解和喜

欢家乡，2019年，诸鸣开始涉猎短视频领

域。工作间隙，他让游客帮忙拍一些知

识分享类视频，传到网上。不料一炮走

红，不到一年就涨了100万粉丝，引来许

多网友留言点赞。

今年夏天，诸鸣带团，旅游大巴从火

车站开往乌镇，道路两旁漂亮的农民房

引起了游客的注意。诸鸣说，当时，有的

游客就问，这房子是不是别墅？有游客

提问，他就用生动幽默的语言谈起有关

共同富裕的各种“浙江数据”，从人均可

支配收入说到区域发展，再从亲历趣事

说到人才政策……6 分钟里盘点了浙江

11个地市的人均收入和旅游特色，让人

听得津津有味。

风趣诙谐的“画风”和“干货满满”的

内容，让这位“杭州小黑”在短视频平台

上获得20余万次点赞转发。

其实，从 2020 年以来，诸鸣就在思

考，疫情之下很多人无法出门旅游，短视

频就成为了“云旅游”绝佳的载体。说干

就干，诸鸣开始更加频繁地拍摄短视频，

从胡庆余堂讲到胡雪岩，从古代皇帝下

江南到百年前的西湖……他利用短视频

平台介绍了各地景区和风土人文。

除了介绍风土人情，诸鸣还根据自

己当导游多年所见过的“套路”，给各地

游客提供“避雷干货”。一条“花式劝游

客别乱买景区特产”的短视频让他获赞

53.4 万。截至目前，他累计发布视频千

条，获赞 9105 万，粉丝数量也突破 1000

万。如今的他，已经被聘为首届“浙江有

礼·文明使者”，成为了文化的传递者和

文明形象的代言人。

提升10个路口 增加通过率

数字化治堵 打造“智慧街区”

金牌导游诸鸣入选“杭州好人榜”

记者 张婷婷

“这个地方弄得真好，以后我每天都

带着孙子孙女到这里来！”张大爷是缤纷

北苑的居民，之前都是带着孙子孙女在

小区里玩，但是现在张大爷带娃有了新

的去处。

最近，缤纷北苑的楼廊儿童房改造

成功，楼廊设立了儿童房。现在的儿童

房内有图书架、课桌椅、儿童图书、玩具

等游乐设施，可供儿童看书、游玩，并开

展了楼廊亲子阅读周对对碰联谊活动，

越来越多的住在缤纷北苑的家长们就会

带着小朋友们来这里玩耍。

而这，只是缤纷未来社区构建共享

美好生活举措的其中之一。

缤纷未来社区创建中，逐步形成定

制公交、安全充电、无忧通学、社区儿保、

加装电梯、温馨楼廊、一站服务、老年管

家等八大特色，让居民一同享受未来社

区的美好生活。

为缓解“996”工作族孩子接送难的

问题，缤纷未来社区创新启动“未来社区

儿童守护系统”项目，全员共同努力守护

通学孩童的安全。项目由教育、发改、民

政、社发等部门联合海康威视等企业多

跨协同，通过家、校、社三方联动，让孩子

们安全地步行往返学校，形成让家长放

心的“通学之路”。

除了让孩子们上学路更安全，缤纷

未来社区还根据居民需求，开通公交定

制路线。据了解，目前已开通4条定制公

交，开通至今日均接驳达1250余人次，总

计接驳近30万人次出行。其中缤纷寰宇

线一条线，仅早晚高峰开行，开通至今为

居民节省时间达12500小时。

不仅如此，在社区辖区内，还树立起

多块智慧公交站牌。大屏幕上，不仅会

显示该站点停靠的公交线路，还能实时

更新预计到达时间。

“以前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看公交

还有多久到，我就只能干等着，现在公交

站牌上也能看到了，挺方便的。”王阿姨

住在缤纷北苑，对新建起来的公交站牌，

她竖起了大拇指。

便老服务还不止于此，缤纷未来社

区还在17户独家老人家中试点安装了智

能电表、水表，实现老人家庭中的水、电

数据掌控，形成“数据监测-短信报警-社

区工作人员上门”的机制流程，为居家老

年人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另外，还在

一些老人家中安装了智慧血压仪，老人

每天测量血压的数据实时记录，如果数

据提示预警，系统将自动联系老人的签

约家庭医生进行问诊，确保老人健康。

另外，针对社区租户多，多使用电动

自行车出行的特点，在缤纷未来社区的

创建过程中，社区安装了充电桩1837个、

进梯阻控 62 个，实现“安全充电”。同

时，通过安装换电柜弥补充电桩的不

足。现将充电桩、换电柜位置布点、实时

使用情况纳入一体化驾驶舱数据管理平

台，实现实时监管，切实保障居民人身、

财产安全。

缤纷特色服务 共享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 张婷婷） 为了彰显“新时代、

新亚运”风采，践行“城市亚运”“品牌亚运”“智能

亚运”理念，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助力打造时

代文化高地，近日，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公布

了2021“杭州亚运人文体验点”名单。

经初审、市民投票、实地考察、专家评审、公

示等评审环节，我区沃尔沃汽车博物馆、杭绣 ·
江南传习所、网易蜗牛读书馆3家体验点入选。

沃尔沃汽车博物馆是一家大型的综合汽车

文化传播体验平台，根据沃尔沃最新品牌形象标

准建造。其中，一楼是新品展示销售和体验区

域，二楼是品牌历史和文化体验区域。旨在通过

客户切身体验推动品牌文化传播，真正实现让客

户“感受与众不同”。

杭绣·江南传习所位于滨和路958号江南实

验学校院内，室内外面积共计880平方米，常年开

展省级非遗项目——杭州刺绣课程的教学、展

示、体验活动，接受刺绣体验课预约、旅行社游学

预约、公司团建预约等体验课程，多方面打造和

宣传杭州刺绣这一独特非遗技艺和艺术魅力。

而网易蜗牛读书馆则坐落在北塘河创新中

心，致力于以书为原点，打造“书香科技城”，培养

市民终身学习理念，定期策划举行泛文化活动，各

类游学及非遗体验活动等，协同政府资源，打造青

年文化活动基地及文化义工体系。

本报讯（记者 张婷婷 通讯员 姚雅萍） 近

日，杭州市教育局公布2021年杭州市中小学生体

能素质检测结果。

滨江区在此次抽测中取得了总平均分第二

的优异成绩，其中杭州市长河小学在小学总平均

分位居第一，长河中学在初中总平均分位居第

六。

据了解，此次抽测共抽测了90所学校（校区）

5110名学生。项目包括50米跑、坐位体前屈、立

定跳远、仰卧起坐、足球运球等。

好成绩来源于扎实的教育举措。去年，滨江

区出台《关于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节体育课

等要求的若干意见》。滨江区每一所学校实施

“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体育锻炼 1.5 小时左

右”，“家校联动每天平均运动2小时”。区内的各

中小学积极推进落实，已经全部做到了每天开设

一节体育课。不仅如此，学校还从课程着手，基

础课程和拓展课程相结合，丰富体育运动形式，

让青少年学生更多地参与体育运动、户外运动，

同时在运动中享受乐趣，掌握更多运动技能。

“针对学生体质测试的薄弱项，体育老师则

会进行点对点教学，设计针对性的训练方案。”长

河小学相关负责人介绍：“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光靠固定时间的锻炼，无法完整地培养健康

的体魄，学校还会在课堂上注重培养学生运动习

惯养成，教会学生怎样进行准备热身活动，如何

正确地去锻炼身体，课后留锻炼作业，培养他们

在家自主锻炼的习惯。”

亚运人文体验点 滨江3个

体能素质抽测长河小学全市第一

东流路交叉口、滨安路与固陵路交叉口共

10个路口的提升改造工程。

“提升改造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道

路车道的增加，二是信号灯的优化。”叶建

国说。

早晚高峰车一多，通过率低，道路一

旦堵了起来，加塞、变道困难、开错路口

……这经历，相信是每个“堵车人”的“痛

苦回忆”。

以滨康路为例，该道路与萧山金城路

相连，随着滨江发展，华为、中南、中控等

多个企业大楼和产业园区陆续落地周边，

道路两旁还有多个居民小区，每天车辆通

行量巨大。原本与道路同宽的三进口就

显得有些“不够用了”。

今年，我区在最大程度保留绿化的同

时，对滨康路与长河路、聚才路、江虹路等

道路的交叉口的隔离带进行改造，增加了

车道。例如在滨康路进入江虹路的东两

侧道路，原本的三进口都变成四进口。车

道通行从“右转直行、直行、左转掉头”变

成了“右转直行、直行、直行、左转掉头”，

增加了一条直行车道。通过率提高的同

时，也减少“加塞”的现象，同时为司机行

驶和正常变更车道留出更多“反应空间”。

另外，我区还对信号灯进行了提升，

在部分路口增加单独的左转信号灯。“原

本是左转与直行信号灯同亮，现在改为了

左转有单独的信号灯指示，保证通过率的

同时，提升安全性。”叶建国说。

增加车道，优化信号灯，在这一“双管

齐下”的措施下，滨兴路、滨康路和江晖路

等道路通行效率提升20%以上，极大缓解

了道路拥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小区

缤纷东院

海威国际

康悦香庄

景江苑

白马湖和院

逸天广场

铂金时代

锦绣江南

官河锦庭

白鹤苑二期

所属街道

西兴街道

长河街道

西兴街道

浦沿街道

长河街道

浦沿街道

西兴街道

长河街道

西兴街道

西兴街道

所属社区

七甲闸社区

观潮社区

襄七房社区

之江社区

竹山社区

东信社区

金东方社区

闻涛社区

官河社区

马湖社区

考核成绩

98

98

95

93

91

90

90

90

90

90

物业服务企业

杭州兴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银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西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4

5

小区
东冠新农村

江涛阁

农居SOHO

江南铭庭

迎春小区

所属街道
浦沿街道

浦沿街道

长河街道

长河街道

西兴街道

所属社区
东冠社区

江南社区

山一社区

白马湖社区

共联社区

考核成绩
41

45

49

56

57

物业服务企业
杭州海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安合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远洋新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兴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1
12
13
14
15

警卫局宿舍
钱塘山水
江滨花园
百合苑

通策广场

长河街道
浦沿街道
浦沿街道
长河街道
浦沿街道

观潮社区
东信社区
滨盛社区
中兴社区
滨盛社区

90
90
90
90
90

杭州品尚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都物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铭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