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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区将实施公共自行车七期项目。通过前期选址与所涉街道、社区对接，并经过交通运输局、公安交警、城市管理局、城发公司等部门及实施单位现场联合踏勘后，确定今年
公共自行车拟新建10个服务点和拟扩容15个服务点（详见明细表），现予以公示，并同步在萧山政府网（http://www.xiaoshan.gon.cn/）、杭州萧山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网（http://
www.hzxsjtzt.com/）、萧山公交网（http://www.xsbus.com/）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从3月27日起至3月31日止，共7天。公示期间，市民如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向杭州萧山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反映。
联系人：沈小姐、洪先生，电话：22678089、83739376（工作时间）；传真：22678089。

杭州萧山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7日

序号

北干街道（3个）

1

2

3

4

蜀山街道（2个）

5

6

新塘街道（4个）

7

8

9

10

路名

博学路

金鸡路

金惠路

金惠路

沈家里路

市心南路

高桥路

B24路

育才路

晨晖路

拟建名称

城北-尚博苑一区

丰润家园西门

荣星村安置小区南门

钱塘明月小区南

湘域湾小区北

朝阳逸景苑小区东

南江壹号小区东

右岸澜庭小区

四季华庭北

香悦半岛小区西北

拟设位置地点

博学路北侧，城北-尚博苑小区一期南门东侧绿化带内

金鸡路东侧，丰润家园小区西门北侧人行道上

金惠路北侧，荣星村安置小区南门东侧人行道上

金惠路北侧，钱塘明月小区南门东侧人行道上

沈家里路南侧，湘域湾小区北门人行道里侧

市心南路西侧，小区东门南侧绿化带内

高桥路西侧，南江壹号小区东门北侧人行道上

B24路北侧人行道上

育才路东侧，四季华庭西门北侧绿化带内

晨晖路南侧，香悦半岛南门东侧绿化带内

拟建规模

左机柜 + 5棚

左机柜 + 55个（无棚）

中机柜 + 6棚

右机柜 + 4棚

左机柜 + 3棚

右机柜 + 6棚

右机柜 + 44个（无棚）

左机柜 + 5棚

右机柜 + 5棚

左机柜 + 5棚

序号
北干街道（6个）

1

2

3

4

5

6

城厢街道（4个）

7

8

9

10

蜀山街道（3个）

11

12

13

新塘街道（2个）

14

15

路名

萧棉路

山阴路

博学路

金惠路

金惠路

金山路

道源路

高桥路

崇化路

萧金路

南秀路

蜀山路

蜀山路

南秀路

南秀路

原服务点名称

沁茵园小区

山阴路永金路口

银河实验小学

区政府北门

都市广厦南门

湖滨花园东门

道源路高桥路口

泰和花园二期

崇化小区

人力资源市场

广宁小区北门

萧十中

湖山社区

四季花城小区北

晶典公寓

拟设位置规模

原服务点往东扩容4个棚

原服务点往西扩容4个棚

原服务点向东扩容（无棚）

原服务点向北扩容3棚

原服务点往东扩容2个棚

原服务点往北扩容3个棚

原服务点往东扩容4个棚

原服务点往南扩容2个棚

原服务点往北扩容2个棚

原服务点往东扩容2个棚

原服务点往西扩容3个棚

原服务点往北扩容3个棚

原服务点往南扩容4个棚

原服务点往西扩容3个棚

原服务点往西，服务亭移位、扩容3个棚

数量

37

44

20

31

21

33

44

22

22

22

27

33

44

33

33

2019年萧山城区公共自行车七期项目拟选服务点公示

拟扩容服务点明细（15个）

拟新建服务点明细（10个）

■首席记者 王慧青

直播5小时，换衣30余套，销售额68
万元，这是在达利睿创世界时尚产业园（以
下简称“睿创世界”）驻点的“网红”灵儿的工
作常态。当前，在这个园区中，灵儿这样的

“网红”有十余名。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下游
产业链配套下，整个园区日销售额近千万
元。这是当前萧山文创产业发展的一幕。

在“互联网+”经济大潮下，通过上下
游企业集聚，撬动整个特色产业发展，已成
为萧山文创产业突围的新路径。

打造产业集群

睿创世界，传统服装行业达利（中国）
有限公司深耕 40 年的转型升级之作。
2017年7月，园区开门迎客，陆续招引了
40余家涉及服装设计、面料研发、成衣加
工、共享衣橱等服装行业上下游企业。

为进一步发挥集聚优势，去年底，园区
将2000余平方米空间升级为直播共享基

地，并且融入了摄影、美工、运营、仓储等服
务。如今，这里每日“网红”扎堆上播，线上
销售十分火爆，一个以服装行业为主的时
尚文化产业集群在萧山悄然崛起。

产业集群已成为萧山文创产业发展的
底色。在2019年萧山重点推进的五大文
创项目中，“产业集群”是高频词。比如，浙
江国家影视中心将打造为以“奔跑吧，兄
弟”等文化IP输出为代表的影视文化产业
集群；新青年演艺产业园将打造萧山文化
演艺产业集群区；达利睿创世界力争打造
为全国知名的时尚创意生态集聚区。

“去年，萧山奥体（湘湖）发展极纳入浙
江之江文化产业带，打造产业集群也是我区
争当之江文化带建设排头兵，打响文化创意
品牌的题中之义。”区文创办相关负责人说。

集聚迸发新动能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互联网+”的赋
能下，集聚效应越发凸显。这也是曾经被
认为是“文化沙漠”的萧山，补齐文创产业

发展短板，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机遇。
事实也是如此。以睿创世界为例，在

“直播+”的推动下，空间集聚迸发出了强
劲的经济动能。据该园区直播业务相关负
责人陈经理介绍，通过两者叠加作用，不仅
产业上下游资源可以得到利用最大化，有
效解决入驻企业在面料和印染等供应链上
的短板，而且通过线上共享直播平台搭建，
扩大了整个园区服装销售客群市场，降低
了线下广告和品牌投放费用。随之而来的
是，产品价格更低，销量却呈指数级递增，
日销近千万的业绩是再多传统线下门店也
无法企及的。

目前，各大文创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或增加土地，扩大集聚规模；或引入好企
业、好项目，提升集聚质量，区域产业特色
愈发鲜明。尤其是，今年底，浙江国家音乐
产业基地萧山园区将迎来创建验收，目前，

“音乐大厦”一期项目规划已启用，网易云
音乐、艺尚春、放刺电音等已注册，音乐元
素逐渐在萧山扩散，并且渐成气候。

集聚特色鲜明 萧山文创产业迸发新活力
■通讯员朱建美高燕华记者王艺霖

本报讯 22日，记者从杭州萧山
国际机场获悉，该机场2019年夏航季
航班计划将于本月31日开始执行，新
增2家航企及多条国内外航线。

根据新的航班计划，机场日均航
班873架次，同比2018年夏航季增长
3.1%，环比2018年冬航季增长4.7%。

新航季，机场将有两个新航空公
司加盟，分别是金鹏航空和老挝航空；
新增湖南怀化、永州2个国内航点，新
增缅甸曼德勒、老挝万象、菲律宾马尼
拉（货机）3个国际航点。

在国际航线方面，杭州—曼德勒
航线由长龙航空执飞，航班号为
GJ8021/2，执飞机型为空客A320，每
周二、周四、周六共三班，15：05（当地
时间，下同）从杭州起飞，18：20抵达
曼德勒；回程为曼德勒09：10起飞，
12：45抵达杭州。杭州—万象航线由
老挝航空执飞，航班号为QV851/2，

执飞机型为空客A320，每周三万象
19：35起飞，23：05抵达杭州；杭州周
四00：05起飞，03：25抵达万象。

在国内航线方面，新增杭州—怀
化—丽江、杭州—永州—成都两条航
线。杭州—怀化—丽江由长龙航空执
飞，航班号为GJ8801/2，执飞机型为
空客A320，班期每周一、周三、周五、
周日，去程杭州09：40起飞，11：40抵
达怀化，回程怀化22：55起飞，00：50
抵达杭州。杭州—永州—成都航线由
华夏航空执飞，航班号为G52729/30，
执飞机型为空客A320，班期每周二、
周四、周六，去程杭州11：40起飞，13：
40抵达永州，回程永州08：50起飞，
10：40到达杭州。

此外，金鹏航空入驻杭州机场后，
主要执飞杭州—深圳往返航线，每天
一班，去程航班号为Y87524，21：05
杭州起飞，23：35到达深圳；回程航班
号为Y87523，16：55深圳起飞，19：05
到达杭州。

萧山国际机场新增3个国际航点多条国内外航线

近段时间，气温上升，晴朗天气明显增多，适合茶树发芽生长。昨日，横一村村民正在忙着采摘明
前茶。据采茶村民介绍，现在茶叶早摘一天和晚摘一天每斤价格要相差十几二十元。 记者 丁毅 摄明前茶采摘忙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童燕妮

本报讯 去年5月，由中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发布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
全技术规范》将于今年4月15日正式
启动。为确保电动自行车新国标顺利
实施，我区于日前启动了新一阶段的
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行动。

对比1999年的“旧国标”，“新国
标”增加了防篡改、防火性能、阻燃性
能、充电器保护等技术指标，调整完善
了车速限值、整车质量、脚踏骑行能力
等技术指标，大大提升了电动自行车
的安全性能。“新国标”还适当提高了
两项指标，分别是把最高车速由
20km/h调整为25km/h，把整车质量
由40kg调整为55kg。在规范正式实
施之后，将不能生产、销售、进口不符
合规范的电动自行车，等于为电动车
生产环节套上了“紧箍咒”。

前期，我区已经通过开展电动自
行车生产单位专项治理、电动自行车

销售单位专项治理，不断规范电动自
行车流通领域的质量监督管理。

日前，区市监局牵头召开了电动
自行车专项治理工作会议，继续对辖
区内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进行
调查摸底并签订承诺书；新国标实施
后对生产、销售环节加强监督管理并
开展一次针对电动自行车的流通领域
的商品质量抽检工作。

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新的《电动
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
自2019年4月15日正式实施。2018
年5月15日至2019年4月14日为过
渡期。在过渡期内，因销售企业未明确
告知或告知不真实、不全面，导致消费
者购买的车辆不能依法注册登记并上
道路行驶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销售企业
退货或者更换。过渡期后，生产领域、
流通领域一律执行新国标，禁止生产、
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和
其他电动车产品，电动自行车产品执行
强制产品认证管理（3C认证）。

我区开展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