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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

由区旅游局、区农业局牵头负责，重点加强
对旅游景区景点和农家乐的安全管理，组织对
各种游乐设施、旅游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对有危
险性的旅游项目和大型游艺设备等安全状况进
行全面检测检查，达不到安全要求的一律停止
运营。根据接待容量，提前预判，科学安排游览
活动和应急防范，严防拥堵、踩踏等事件发生。
随着春运高峰期的来临。回家探亲访友及出游
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在大多考虑的是怎样尽早
买到车、机票，或是自驾车，无论用哪种方式出
行，都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坐车安全
1、长途旅客出行要到正规的长途客运站买

票坐车，切莫贪图便宜和方便在站外招手坐车。
2、长途客运实行实名制售票和乘车，乘坐

长途客运请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以备核查。
3、乘坐长途客车要系好安全带；
4、乘车时不要将身体的任何部分伸到车

外。
5、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要与司机闲谈或

妨碍司机操作，不要随意开启车门、车厢和车内
的应急设施，不要向车外抛掷物品，不要在车内
随意走动、打闹。

6、乘车途中如发现司机超速超载，违章操
作，或旅客携带违禁物品时，应予以干涉和制
止，以保护自已和他人的权益。

7、在等候乘坐公共汽车时，要在公交站台
或指定地点候车，不要站在车道上候车。

8、乘坐公共汽车时，应找座位坐好，没有座
位的情况下，抓好车内扶手站稳。

9、不能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器具，或者易
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有可能
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乘车。

10、遇到客车起火、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
切莫惊慌，及时打开车门，迅速有序疏散人员；
万一有车门打不开的情况，旅客可使用车载安
全锤等工具迅速击碎车窗，强行多方位疏散，切
不可坐以待毙。

旅游安全
（1）冒险、探奇。这种由于冒险、探奇造成

的意外事故多发生在青壮年的旅游者身上。所
以在你决定冒险探奇前千万要考虑装备设施、
身体条件，不要用生命作代价。

（2）旅游中走失。旅游者走失一般出现在
游览活动中或自由活动中。在游览活动中旅游
者应留意导游每天通报全天的游览日程、游览
用餐点的名称和地址、在各个点的抵达时间和
逗留时间。在外出自由活动时，请先告知导游
或领队你将要去哪里，大概何时回来，最好带上

饭店的店徽，记下饭店的地址和电话，以便万一
走失时可以与饭店和导游联系。

（3）发生治安事故。现在社会上各种骚扰、
偷窃、抢劫、诈骗、行凶事件仍然存在，因此必要
的思想准备和防范措施还是应该有的。

（4）发生火灾事故。为防止火灾的发生，旅
游者应注意以下几点：

•在客房内吸烟后，一定要将烟头熄灭，不
要随地乱扔。因为饭店地面多为地毯，很容易
燃着。

•使用客房内电器时要科学，不要将电器
烧坏而导致火灾。

•不要使用自带的瓦数高的电器，以免超
过整个酒店电压负荷后导致火灾。

到酒店后做好一些应付火灾的准备，如熟
悉楼层的太平门、安全出口和安全楼梯；仔细阅
读客房门后的线路图。

余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余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宣

旅客出行安全常识

■通讯员 丁毅强 记者 吴一静

2016 年 11 月 7 日，贝达药业（300558）在深
圳挂牌上市。15 个涨停板后，公司董事长丁列明
的身家上百亿元。

这名新晋的“百亿先生”不仅是董事长，也是
生物医药领域的资深专家，他更习惯人们称他为
丁博士。海归创业，带领团队研发新药，从实验
室走向市场，丁列明完成了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
转型。

丁博士的另一个身份是“丁代表”。丁列明
同时是全国和杭州市两级人大代表。2015 年 12
月，他被评为杭州市“最美人大代表”。作为人大
代表，丁列明说他的职责就是“发声”。

代表创新者发声——“呼吁改善医药
创新环境，让创新者更有动力”
在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成功，让丁列明成为

国际名人。一个多月前，丁列明在美国参加第 12
届太平洋论坛时被授予 2016 年太平洋生物科学
成绩奖。论坛上他以医药创新做的主题发言引
起一片叫好，他特别鼓励海外学子回国进行医药
创新创业。

丁列明说，贝达药业的成功离不开余杭优良
的创新创业环境，不但给予资金支持，还在新药
审批、市场准入方面给了多方面的支持；“余杭区
委区政府给予的全方位支持，2008 年雪中送炭
解决资金问题让我永远难忘。”他这样动情地告
诉其他创业者。

围绕生物医药产业配套改革，丁列明提交的
“关于让我国自主创新研究的医药成果早日惠
民”内容已连续三年出现在他全国人代会的建议
中。在代表团会议上，丁列明作了《创新驱动发

展需更多的配套政策》的主题发言，围绕“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环境改善而提出的加快行政审
批、改进创新产品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税收优惠引导等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

“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发展，造福于

民。”丁列明坚信这一点。

代表老百姓发声——“为中国百姓
做更多吃得起的好药”

丁列明坦言，目前有许多专利药依然被西方
国家所垄断，价格很高，普通百姓难以承受。然

而，国内的自主创新企业想要打破垄断，还面临
着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税收等一系列瓶
颈。丁列明团队的努力从未间断，贝达药业申报
的两项治疗肺癌的国家 1.1 类靶向新药已获批临
床试验批件，如果一切顺利将在国内申请上市。
这两例新药的价格比起国外同类药要便宜不少。

作为一个从浙江嵊州农村走出的科学家和
企业家，参加人大代表活动时，丁列明常常会谈
到外出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呼吁社会关注
帮扶弱势群体。

代表中国发声——“传播中华文化
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20 峰会上，丁列明在参
加市海创会活动时，向所有的海外留学归国创业
人士宣传杭州，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杭州是中
国第一个举办 G20 峰会的城市，作为市人大代
表，我特别自豪能参与对外宣传杭州，宣传中华
文化的活动”。

贝达药业与国外医药公司有着长期的战略
合作关系，团队中的成员也有着国际化的背景。
丁列明期望通过全球化合作在推动中国科技的
发展的同时，将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向世界传
播。

“我在国外明显感觉到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
认同感越来越强”，丁列明说，“现在的中国人比
以前更自信了”。

现在，丁列明正和许多创业海归一起在做一
件事，以个体或联合的形式，将“当下中国的好声
音传递出去，让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在丁列明的身上，可以感受到果敢的创新精
神和浓重的民族情怀。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他可
以站在更高的平台，做一个更好的“发声者”。

余杭湖南商会成立
■记者 徐赣鹰 通讯员 章晓青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余杭湖南商会在临平
成立。余杭区副区长黄宏瞻，浙江省湖南商会、
湖南省工商联、湖南湘潭县和湘乡市政府负责
人，余杭区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省、市有关单
位老领导等出席成立大会。

近年来，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优良的营商
环境，余杭区吸引了众多湖南籍创业者，行业领
域涉及纺织、服装、汽配、建材家居、农产品、金融
等多个方面。该商会主要由艺巴克纺织品、冠英
汽车零部件、朗和纺织品、上德农业、卡奇欧装饰
工程等五家企业牵头发起筹建。商会成立后，将
组织包括讲座、考察等在内的丰富多彩的各项活
动，加强与余杭、湖南两地政府间的沟通，力图把
余杭湖南商会建成有知名度、美誉度，富有凝聚
力和创新力的基层商会组织，打造域内外重要的
湘商交流合作基地。

黄宏瞻指出，希望余杭湖南商会自觉接受有
关部门的领导和管理，积极发挥政府和企业间的
桥梁作用，为浙江、湖南两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的发展作出新贡献；要广泛凝聚湘商力量，发掘
内在价值，实现资源整合共享、互通有无发展，倡
导正确的价值观、义利观、信用观、法制观，切实
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要积极向会员企业传
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地方法律法规；要
加强商会正规化建设，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创造
新业绩，塑造“湘商”品牌。

编者按：又到了五年一度的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时候。五年来，人大代表们兢兢业业，尽心履职，

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起，本报推出“人大代表的故事”栏目，将部分

持之以恒、成效显著的代表的履职故事呈现出来，看看代表们是如何通过调查研究、联系选民，提出意见建议和跟踪

落实，来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

丁列明：当代表就是要“发好声”

■记者 吕波

本报讯 因我区祥彭线（汽北线至马西线
段）正处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良渚遗
址核心保护区内。根据相关规定及良渚遗址
保护的实际需要，今天零点起，该段道路已实
行永久封闭，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同日，
公交 B 支 8 路、313 路、348 路（含大站）、787 路

（含大站、直达）也进行优化调整。
封闭路段全长 2.1 公里。封闭后周边可替

代绕行路线为华兴路-104 国道-长连线。请
广大市民自觉按照两端的道路指引通行。

为方便群众出行，今天起，公交 B 支 8 路、
313 路、348 路（含大站）、787 路（含大站、直达）
也同步进行优化调整，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B 支 8 路（彭公北-三墩）线路走向调整为：
彭公北始发（双向），循原线至祥彭线，经华兴路、
新104国道、长连线至祥彭线后回原线至三墩。

双向取消凤山村、大观山 2 对停靠站。双
向增设华兴路北口、余杭区三院、瓶窑运管所、
良渚遗址公园南、长连线 104 国道口（下行）、
104 国道长连线路口（上行）、长命桥西 7 对

（只）停靠站。
313 路（瓶窑-和睦新村）线路走向调整为：

瓶窑始发，循原线至祥彭线，经华兴路、新 104
国道、长连线至祥彭线后回原线至和睦新村。

和睦新村始发，经登云路、学院北路、萍水街
（目前暂走申花路）、莫干山路后循原线至祥
彭、长连线、新 104 国道、华兴路、祥彭线至瓶
窑。双向取消凤山村、大观山、金家弄口、丰登
街东（单向）、阮家桥（单向）、婴儿港桥（单向）6
对（只）停靠站。双向增设华兴路北口、余杭区
三院、凤城花苑、瓶窑运管所、良渚遗址公园
南、长连线 104 国道口（下行）、104 国道长连线
路口（上行）、长命桥西 8 对（只）停靠站。

348 路（瓶窑凤山村-武林门北）线路走向
调整为：瓶窑凤山村始发，经祥彭线、华兴路、
瓶仓大道、羊城路、凤都路、新 104 国道、长连线
至祥彭线后回原线至武林门北（双向）。双向
取消瓶窑南站、凤山村、大观山、金家弄口 4 对
停靠站。双向增设瓶窑运管所、瓶窑汽车站、
瓶窑社区、下金村、良渚遗址公园南（下行）、凤
都工业区（上行）、长连线 104 国道口（下行）、
104 国道长连线路口（上行）、长命桥西（上行）9
对（只）停 靠 站 。 首 末 班 时 间 ：武 林 门 北 5：
40-23：10，瓶窑凤山村 4：30-22：00。

348 路大站车（瓶窑凤山村-武林门北）线
路走向调整为：瓶窑凤山村始发，经祥彭线、华
兴路、新 104 国道、长连线至祥彭线后回原线至
武林门北（双向）。双向取消瓶窑南站 1 对停靠
站。双向增设瓶窑运管所、良渚遗址公园南、
长连线 104 国道口（下行）、104 国道长连线路

口（上行）4 对（只）停靠站。大站车时间调整为
瓶窑凤山村 6：30、6：50、7：10、7：30，武林门北
16：40、17：00、17：20、17：40（除双休、节假日
外）。

787 路（瓶窑凤山村-临平北站）线路走向
调整为：瓶窑凤山村始发，经祥彭线、华兴路、
新 104 国道、长连线、祥彭线后回原线至临平北
站（双向）。双向取消瓶窑汽车站（含大站、直
达）、大观山 2 对停靠站。双向增设良渚遗址公
园南（含大站、直达）、长连线 104 国道口（下行）

（含大站、直达）、104 国道长连线路口（上行）
（含大站、直达）、长命桥西 4 对（只）停靠站。首
末班时间：瓶窑凤山村 5：00-19：00，临平北站
5：30-19：30，

记者从余杭公交公司获悉，针对本次改
道，该公司近期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对涉及到的线路调整进行提前公告，
通过车厢内公告、官方微信、媒体发布等渠道
让乘客提前了解，尽早规划出行线路；对调整
后线路沿线站牌、站名表进行及时更新、更换，
对公交车上电子路牌进行适当调整；对涉及调
整线路的公交司机进行安全教育，提前熟悉调
整后的线路，确保行车安全；此外，为给乘客更
好的乘车环境，余杭公交正着力对瓶窑凤山村
公交首末站进行改建，涉及本次调整的 787、
348 等线路。

今天零点起祥彭线实行永久封道
市民途经请注意改道 4 条公交线路今起同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