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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交规 行千里

■记者 王哲君 通讯员 钱宽

5月27日上午，正值当天出行高峰，
杨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人民路市心路口
时，被正在执勤的交警拦了下来。杨某
当时佩戴了安全头盔、行驶在非机动车
道上，其他行为也并无违法。小伙当时
很疑惑：我在这个路口没有违法啊，怎么
就被拦了下来呢？

原来就在3分钟前，萧山交警城区
执勤中队在采取“空地结合”方式对电动
自行车进行查处时，发现杨某驾驶电动

自行车途经人民路西河路口时，不按照
交通信号指示通行。中队数字勤务室发
现后，第一时间通过对讲机向路面执勤
警力展开工作调度，违法证据固定、路面
警力就位、拦停违法车辆仅用了短短的
3分钟。

用这种“空地结合”的新模式重点查
处闯红灯、骑快车道、逆向行驶、停车越
线、不戴头盔等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是
萧山交警路面管理手段的一项重大革
新。即便电动车驾驶人在路面上没看见
交警，也不代表就可以侥幸闯红灯、逆向

行驶、停车越线和走快车道等，只要有交
通违法行为，都有可能被一双双“眼睛”
盯上。

向高科技要警力、向新装备要战斗
力，推出“空地结合”“视频巡逻”路面现
代化管理方式，推动路面巡逻模式由“人
海战术”向“精确制导”转型升级。在电
动车专项治理行动中，萧山交警借助路
面监控、电子警察等科技设备的加持，后
方数字勤务室在第一时间对违法行为进
行取证，固定交通违法证据，并立即推送
给在路面巡查的队员，同步进行现场查

处。同时，违法证据还被传至工作群。
现场交警将违法者拦停时，证据也在手
上了。在此过程中，交警可以发挥机动
性强、快速反应的优势，将全面提升对电
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兴起，电动自行
车驾驶员闯红灯、逆向行驶、走机动车道
等违法行为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交通
事故也时有发生。萧山交警今年强势开
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专项治理工作，
现如今不再仅限于“固守路口、定点查
处”的方式。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推进严

管、严查、严处的“三严”行动，对电动自
行车交通违法零容忍。而借助这种“空
地结合”和“定巡结合”等新手段，让电动
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无处遁形，形成长
期有效的震慑力。

电动自行车违法难逃“天眼”追踪
空地联动 “光速”拦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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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黄婷通讯员郭赟杰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交投集团了
解到，我区正在打造首个以地铁为核心的
TOD项目——地铁5号线萧山停车场地
铁上盖项目，即进行地铁5号线停车场上
盖空间及地下空间的垂直综合开发。

何为TOD模式？即公共交通导向型
发展模式,在交通枢纽上方支撑起一个大
平台，然后在平台建设楼宇，打造“空中之
城”，布局各类商业和现代服务产业。

首个TOD项目将打造新商业中心

地铁5号线姑娘桥站，位于轨道交通
相交处、高架路网交汇处，具有明显的区
位优势。在地铁5号线的建设中，我区
对姑娘桥区块进行功能规划，明确将以5
号线萧山停车场上盖地块实施TOD发
展战略。

该项目位于地铁姑娘桥站东侧500
米，设地下通道与地铁站相连。在该片区
的上盖区块，将设置住宅区、商业区、绿地
公园，形成融合产业、公共服务资源的新
商业中心和生活中心；盖下区块，将围绕
萧绍运河，打造沿河景观公园，并将运河
历史文化融入景观打造中，形成具有萧山
特色的水岸景观。

“目前，盖下区块的建设已经进入打

桩阶段，上盖区块及河岸公园正在优化方
案。”区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说，未来该片
区将是集住宅、休闲、商业、交通、教育为
一体的综合体，具有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
建设。

待区域配套成熟后，重点发展商贸服
务业，板块价值和属性的变化也正催生出
大批新型城市人群。片区内人口的“黏
性”将大大增强，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将拉动姑娘桥区域的经济活力。

盘活土地资源 打造四大TOD项目

如何让地铁发挥最大的价值效力，
TOD无疑是最佳方案。当前，在完善公共
交通基础上，依托TOD模式发展起来的新
型城市副中心，不仅能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建造出地标级城市综合体，更能带动

整个区域的快速发展。
作为我区首个TOD项目，姑娘桥区域

建设地上地下面积共计20万平方米。通
过该模式，充分挖掘交通枢纽用地价值，
盘活土地资源，能一次性满足人们交通、
商业、公办需求，并带动整个区域的快速
发展。

以此为蓝本，我区正在大力推动以
轨道交通为核心的TOD模式开发，围绕
地铁6号线、地铁7号线、地铁1号线三
期、机场轨道快线，打造丰北停车场上
盖、盈中车辆段上盖、南阳停车场上盖、
靖江停车场上盖四大TOD项目，将轨道
交通枢纽和城市综合体发展二者合一，
构筑新型城市模式。“地铁停车场上盖，
是再造土地资源，是充分发挥地铁交通
优势与停车场土地优势的重要举措。”上

述负责人介绍。
以地铁6号线丰北停车场上盖项目为

例，该地块位于钱江世纪城板块，周边有
机场轨道快线和机场快速路等交通通道，
紧邻亚运村、萧山科技城、钱江新城等多
个经济综合体，通过轨道站点建设与周边
区域一体化开发，不仅节约了土地资源，
还将带动片区城市化发展提速，全力融入
杭州大都市圈。

未来生活在这些片区的市民，下了地
铁，站点周边就有商场、超市，购物吃饭散
步一条龙，还能实现多种交通工具的接驳
换乘。“这将是未来的生活之城。TOD模
式不仅分担了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和空间
压力，还能带动新片区的经济发展。”区城
投集团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萧山首座地铁上的“空中之城”花落姑娘桥

■实习生陈李洋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顾大飞带队，督查民生实事项目落实情况。

督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北干街道塘湾
村安置小区建设点、广德小区老旧小区
改造点，现场查看了小区建设情况，并召
开汇报会，听取了我区安置房保障、老旧
小区改造两个民生实事项目计划及进展
情况。

督查组认为，安置房建设工作是推进
城市化、提升品质、优化环境的重要抓手，
是实现居者有其房的重要民生实事，是促
进社会稳定的要事，是政府取信于民的大
事。要加快推进，注重质量，强化监管。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则是提升品质生活的
基础工程，是促进公平均衡的重要举措，
是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具体行动，需要义无
反顾抓好落实。目前，这两项工作计划
早、行动快、推进好，值得充分肯定。

督查组要求，要加强领导、精心谋划、
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建设与改造工作都
要有计划性、前瞻性、统筹性。要征集经
验，积极采纳新工艺、新技术、新方法、新
材料，使改造更有效、更舒适、更安全、更
长久。要加强监管、保证质量，质量是检
验民生实事的核心问题，质量的保证，也
是安全的保障。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协调好各个镇街和部门的工作职责，全力
推进安置房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通讯员吴灿飞首席记者王慧青

本报讯 5月29日，我区召开移风易
俗文明殡葬部门工作例会，总结前阶段工
作成效，布置下阶段工作重点。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文虎出席。

会议指出，推进移风易俗文明殡葬工
作，引导广大群众摒弃丧葬陋习，是一项
循序渐进的大工程。今年是移风易俗文
明殡葬工作的攻坚年，各相关部门要高度
重视，狠抓实干，营造全社会联动参与的
浓厚氛围。

会议强调，要加大宣传氛围，利用新
媒体等渠道，加强移风易俗工作动态宣

传；要加大执法整治力度，加强负面典型
事件曝光力度，确保整治精准化、精细化；
要加强部门联动，形成移风易俗工作合
力；要细化工作流程，各相关部门要按照
研究方案，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工作抓实
抓细；要形成长效机制，提炼工作中的好
经验、好措施，将其固化为移风易俗长效
机制，全力推动文明萧山建设。

会上，区民政局、区民宗局、区公安分
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
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信访局、区融
媒体中心、萧山日报等单位负责人作情况
汇报。

■实习生陈李洋首席记者龚洁
通讯员杨颖艺

本报讯 近日，2020年萧山水库防
洪应急演练在戴村镇钟岭水库举行。楼
塔、河上、戴村、进化等镇水利员，全区14
座小型水库管理员及当地干部群众等
100余人参与现场观摩。

为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强化应急基
础，提升应急能力，检验应急队伍，本次演
练采取实景方式，共有五项科目。首先，
现场指挥接到钟岭水库有满堤险情的报
告，随后立即启动水库防汛应急预案，下
达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命令，由镇防汛应急
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小组组织人员转移，把
有可能因洪水造成伤亡的人员转移到指
定的避灾安置点。接下来，现场依次进行

水上救援、泄洪排水、抢筑应急挡水子堤、
浮力围井抢堵管涌这些演练科目。

值得一提的是，水上救援是今年新增
的实战演练科目，由无人机为被困者投放
救生衣和食物。在洪流的险情下，被困者
的生命安全需要争分夺秒，这项结合无人
机科技的救援新举措，既提高了救援效
率，也保证了救援人员安全，避免了二次
意外。

据悉，我区将以此次防汛演练为契
机，立足于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针对
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演练中发现的问题，以

“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的要求，
进一步细化完善预案，抓紧完成防洪排涝
应急工程，强化应急抢险队伍训练，全面
落实好各项防汛措施，进一步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记者王俞楠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区教育局了解
到，我区2020年特殊儿童（少年）招生工
作上有了较大变化，招生范围扩大到3至
18周岁，还将首次采用网上报名。

招生范围扩大 3到18周岁全覆盖

今年我区特殊儿童（少年）的招生对
象，从原先的面向3到15周岁，扩面至学
前到高中阶段，即3到18周岁的适龄特殊
儿童（少年），实现了区域和学段的全覆
盖。其中，幼儿段为3至6周岁适龄特殊
幼儿，小学段为6至12周岁适龄特殊儿
童，初中段为12至15周岁适龄特殊少年，
高中段为15至18周岁适龄特殊少年。

“招生范围实现学段全覆盖，是我区
特殊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区教研室邵
立锋老师表示，近年来我区在保证义务
段入学率的基础上，加大特殊教育两头

延伸的力度，逐步形成了学段衔接、区域
均衡、镇街协同、全员参与的良好局面。

为切实保障每一个特殊儿童（少年）
的受教育权利，从去年开始，我区对学区
内适龄特殊儿童（少年）的入学对象及障
碍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摸底，并建立了3
至18周岁适龄特殊学生信息资料库，摸
清了1045名特殊学生的底子，分层分类
进行了适宜安置，招生工作家长回访满
意率达到100%。同时，我区还及时全额
拨付了500余万特殊学生生均公用经
费，确保特事特办专款专用，有效助力了
学校（幼儿园）特殊教育的全面展开。

首次采用网上报名

今年我区首次进行网上报名，实施
特殊儿童（少年）入学一件事办理。以
往，家长需要携带身份证、户口簿、残疾
证、计划免疫接种卡和病史检查证明等
有关资料，到各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

初中提出入学申请。今年，在以口头或
书面方式向学校提出申请后，特殊学生
家长在规定时间内登录https://xxbm.
hzedu.gov.cn( 小 学) 或 https://czbm.
hzedu.gov.cn（初中），递交相关材料即
可报名，避免因材料不齐来回跑的情况。

同时，考虑到招生对象的特殊性，在
完成材料审核和统计后，区教育局再分
片安排各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初中上
门对学生进行功能性面试，通过交流、观
察和针对性的功能评估，来了解孩子的
具体情况。最后，根据学生现状、安置形
式、责任范围、就学意愿和资格审查情
况，逐一进行适宜的统筹安置。

“各片区、学校也安排了专门人员根
据学生障碍情况，按照相应入学安置要
求进行指导。届时资料齐全的家长可直
接进行现场报名。资料不齐全的家长，
也可在补齐资料后直接进行网上报名，
不用再多跑一次。”邵立锋表示。

今日政事

全区移风易俗文明殡葬部门工作例会召开

区人大常委会督查民生实事项目落实情况

我区举行水库防洪应急演练

特殊儿童（少年）招生扩面 实现学段全覆盖

5月30日，作为萧山区首批“潮文化PARK”公益文化服务团队之
一，燕云艺术团正式开启服务。40余名戏曲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江寺公园
秋声居唱戏曲、听戏曲，传承弘扬萧山的戏曲文化。 记者唐柯摄

“潮文化PARK”亮相江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