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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高峰果蔬摊、小吃摊都往路中央挤
过往车辆开得小心翼翼 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来，车喇叭声、叫卖声不绝于耳。
此前，记者在现场看到，路口两边基本都是贩卖蔬菜水果、小吃的摊点，这些摊点摆卖的位置基本都在公路两侧的
人行道上，有的还往路中央靠，使得原本很宽敞的路面变得险象环生，
过往的车辆通过时只能小心翼翼。
记者 吕波 通讯员 陈韬 张红

此前，多部门联合对占道经营的路边小摊进行整治
路政部门仍将继续加强巡查力度，不让
无证摊贩有机可乘，并借助本次“路政
宣传月”活动向沿线居民宣传公路法律
法规，增强居民的法律意识，彻底取缔
该路段违法占道经营行为，保障通行顺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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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窑西安寺村
良渚文化展厅落成
良渚文化走进村社再添新渠道

波

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俞 晓 菲 通 讯 员 卫
星） 近日，瓶窑镇西安寺村的文化礼堂内，新
建成的良渚文化展厅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
展。这为良渚文化走进村社再添新渠道，也为
良渚文化传播再开新窗口。
展厅陈列有玉琮、玉钺、黑陶杯等良渚文
化出土文物的图片及介绍，图文并茂地展示了
良渚文化的考古进程等内容。由于良渚古城
外围水利系统部分遗址点位于西安寺村，展厅
还结合村情村貌，突出展现了西安寺村与良渚
文化的渊源，让文化展示更加贴近村民生活。
“良渚文化是我们本地的骄傲，了解这些
知识真的很有必要。”村民徐水坤是良渚古城
遗址外围水利系统保护区范围内的原住民，近
几年来，各类宣传活动让他对良渚文化有了更
加深入的理解。采访当天，徐水坤把展板仔细
阅读了一遍，他还主动当起了“讲解员”，将自
己了解到的知识分享给其他村民。
“ 展览办到
了‘家门口’，大家了解良渚文化就更方便了。”
徐水坤说。
今年 2 月，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与良
渚街道、瓶窑镇合作，着手将良渚文化元素引
入良渚街道纤石村、瓶窑镇西安寺村、窑北村
的文化礼堂。其中，在西安寺村的文化礼堂内
单独开辟区域设置展厅，目前已完成布展，窑
北村与纤石村的展示工作也已进入筹备阶
段。良渚文化这张世界级的文化金名片，将增
强当地村民的文化自信，推动本土村社文化振
兴。
不仅仅局限于一方展厅，也不止步于遗址
区。今年以来，面向余杭百姓的良渚文化宣传
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自“余杭百姓日”
起，
“摄影家眼中的良渚文化”摄影作品展在全
区范围内巡展；今年 4 月起，区文广新局在“百
戏下乡”活动中充分融入良渚文化元素，开展
全区巡演；由区文联组织的良渚文化讲堂活动
也在多个村社开展。

尽管我区的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但马路
市场并没有随着城市改造的步伐消退，反而由
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屡禁不止。一个城市的美
誉度来之不易，但也是易碎品，稍有瑕疵，将对
文明形象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害。马路市场的
存在，就像是影响城市美誉度的“牛皮癣”。
虽然马路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买卖
双方，但不能忽视的是，马路市场导致了部分
道路的车道被占据，妨碍正常通行，造成较大
安全隐患，无证经营还带来食品卫生等一系列
问题……这与“共建全域美丽的新余杭”的理
念格格不入。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马路摊点之所以有
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有深厚的生存土
壤。路边摊可以解决部分人的早晚餐问题，各
类物品价格便宜、种类多样，能满足部分人群
的生活之需……存在即合理，如何管理是一门
学问，也是一个民生问题。
“堵疏结合”，两腿走路，人性化的管理，已
经被越来越多的执政者所认可。首先，相关部
门可规划定点的流动摊点，如苏州的“放心一
百早餐工程”，还有上海、北京设立的室内夜市
都广受好评，既解决马路占道等问题，又方便
市民。还有，占道经营现象之所以较严重，还
有一个原因，就是马路摊贩流动性强，今天处
罚了一个，明天又来一个，整治难度相对较
大。另一方面，在马路上的行政处罚权难以集
中，需要建立联合整治的长效管理机制，并引
导摊贩将食品卫生安全摆在首位，建立奖惩分
明的管理制度，包管到人，只有落实细化了，才
能根治马路市场的“游击”
战术。
面对供需两旺、愈演愈烈的马路市场，如
何在城市管理与社区自治、市容管理与民生保
障、社会秩序与摊贩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已
成城市环境提升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花生米、瓜子、玩具珠子等这些小东西尤其要注意

记运河街道博陆村专职网格员钟程凯
了顿饭出来就没有了，你们快帮忙找一
下。”
大妈显得很着急。
当时，事发点有一户人家在办白
事，场面乱、人员杂，一下子很难找到偷
车人。考虑到时间过去不久，小偷应该
还跑不了多远，钟程凯建议村干部赶紧
报警，他自己则跑到周边看看此处是否
处于监控范围之内，然后扩大查找范
围，尝试着去碰上可疑的人。
钟程凯向大妈问清楚了电瓶三轮
车的外形、颜色等特征，立即带着手电
筒向周边小路寻去。因为村道路窄，他
思索着小偷只能往外街方向逃离。走
到路口时，钟程凯向周边村民询问是否
看到有骑着类似大妈电瓶三轮车的人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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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孩子将玩具吸入鼻孔

专职网格员是一份光荣的职业

（记者 胡明辉 沈雯 通讯员 洪子
祺） 钟程凯是博陆村村民，生于斯长于
斯的他对本村的情况非常熟悉，根据
“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专职网格员招
录要求，
钟程凯被优先录取。
钟程凯对自己成为一名专职网格
员感到非常光荣，所以对工作格外认真
负责，不管是每天的日常巡查工作，还
是企业小作坊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登记
录入人、地、事、物、组织信息，都非常详
细，生怕漏掉一个。
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博陆村实
行 24 小时巡逻机制。3 月 1 日傍晚，钟
程凯当班，他和往常一样在乡间巡逻，
突然听到远处一位大妈冲他喊了起来：
“小伙子，我的电瓶三轮车被偷了，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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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

每天早上 7 点和下午 5 点左右，余杭街道金成庭院深深小区沿东西大道延伸段（余百线）两侧的马路市场就热闹起

城管和运管多个部门开展联合整治，严
厉查处该路段违法占道经营摆摊设点
行为。截至目前，共查扣电瓶三轮车 9
辆，查处违法摆摊案件 8 起。
经过连续三周的努力，该路段违法
占道经营现象基本得到遏制。下一步，

您也可以扫一扫左边的二维码，添加“余杭晨报”微信，

整治马路市场
须两条腿走路

庭院深深小区路段占道经营现象目前基本得到遏制

记者了解到，由于庭院深深小区入
住率高且周边配套设施相对缺失，使得
不少摊贩利用这点“商机”在公路两侧
摆摊设点。无证摊贩经营商品价格低
廉且在位置上较方便，导致很多居民前
来购买，而这又为摊贩带来了违法设摊
的
“动力”。
然而，该马路市场利用公路非机动
车道占道经营，造成交通堵塞且存在严
重安全和卫生隐患，不少居民苦不堪
言，纷纷进行信访投诉。
余杭路政中队根据市民反映内容
开展实地摸排，发现早晚高峰时间段比
较热闹，10 时—16 时这段时间基本就
消停了。16 时以后主要是一些熟食摊
点，20 时以后就是夜宵摊上阵了。根
据这样的时间规律，路政执法人员每日
定时前往现场进行依法管理，宣传相关
法律法规，发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
知书》并进行教育劝离，同时多次联合
城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占道经营违法成本低、流动性大，
不少无证摊贩与执法人员玩起“打游
击”
“ 捉迷藏”的把戏，有些摊贩还没等
执法人员下车就早已逃之夭夭，造成执
法难度增大。对此，路政部门加强了执
法力度，并结合余杭街道交通环境序化
整治工作，与街道城管中心、公安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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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联合整治马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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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大爷口中得知，一个 40 岁
左右穿蓝色外套的男子骑着与其身材
不符的电瓶三轮车向西而去。钟程凯
立即将事件通过基层治理平台手机
APP，一键上报至街道综合信息指挥
室，指挥室第一时间将事件交办至运河
街道派出所。
派出所根据钟晨凯的信息，当晚就
抓获了小偷。大妈万分感谢钟程凯，而
他却摆摆手说：
“ 小事而已，不值一提。
这是我们专职网格员的工作。”
钟程凯就是这样一名普通的专职
网格员，他认真勤恳、乐于助人，在平凡
的岗位上默默努力着，奋斗着，为“美丽
余杭”
“平安余杭”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
力。

本 报 讯 （记 者 沈 雯 通 讯 员 王 英）
“哇，你真厉害！”这是 3 岁的小明几天前在医
生取出鼻腔异物后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为他
取出异物的是南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
主任医师张玉丽。张医师说，
“小娃娃感觉话
还说不溜，一取出异物就张口蹦出这么一句，
听得心里挺开心的。”
小明妈妈说，前一晚发现小明右边鼻孔
有一颗圆圆的东西，猜测是他玩耍时塞进去
的，小明也因不舒服吵闹了一晚上。张玉丽
用视频鼻内镜检查后发现，鼻腔内的异物位
置较深，又是圆形，不易操作。她随即根据异
物位置和形状在钩突黏膜刀（鼻内镜手术器
械）基础上现场改良了一下，随后转移了小明
的注意力，
一下子就把异物取了出来。
张医师说，接诊的鼻腔取异物的病例较
多，花生、玩具珠子之类的较常见，有一次还

从小明鼻腔取出的异物与一元硬币对比
取出过发芽的大豆。家长一定要注意花生
米、瓜子、玩具珠子等小东西，以免孩子鼻腔、
耳道堵塞，一旦发生此类情况，千万不要自行
动手试图取出，避免越陷越深，应立即就诊。

从“心”出发，迈进党建信息化新时代

中信“党费通”产品正式发布
2018 年“与您相约·周末剧场”将安排各类演出 45 场，继续以 10 元低票价惠民，并且每场提取门
票 50 张，以电话热线方式，凭身份证登记免费赠送。电话热线拨打时间为今天上午 9 点至 11 点，每人
限领一张，
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电话热线：0571-86225295。
演出时间：2018 年 5 月 18 日晚 7 时
演出剧目：京剧折子戏《除三害》、
《断桥》、
《螺蛳峪》

演出单位：吉林省戏曲剧院

剧 照

◎主办单位：余杭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协办单位：余杭农村商业银行
演出地点：临平剧院

售票地点：
临平剧院售票处

◎承办单位：余杭区临平剧院

惠民票价：
10 元

2018 年 5 月 14 日，中信“党费通”产品发布暨客
户签约仪式在京举行。中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常振明，中信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庆萍到会，中
信集团党委副书记、监事长蔡华相，纪委书记冯光出
席，中信集团副总经理朱皋鸣主持仪式。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信息中心主任彭宏、副主
任赵猛，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谢众，财政部
国库司收缴管理处处长韦士歌等嘉宾出席仪式。中
国银联、学习时报、国家电网、首信股份、北汽新能
源、苏宁控股、亨通集团、ofo 小黄车、福生佳信、博研
正通等企事业单位现场签约。交通运输部、国家统
计局、清华大学、保利集团、中航集团、国家能源集团
等 50 家单位党的工作部门和业务部门负责人到场见
证。
中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常振明在致辞中强
调，中信集团作为党领导下的大型国有企业，多年来
始终秉承“勇于创新、多作贡献”的初心，积极探索
“互联网+党建”的创新途径。打造“先锋在线”党建
云平台，推出“党费通”应用系统，就是希望通过党建

工作创新，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供服务，不断
提升党建工作信息化水平。为履行国企的责任和义
务，中信集团愿将“党费通”无偿提供给全国各级党
组织使用，努力担当起服务党建信息化的光荣使命，
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贡献。
“ 党费通”
不仅仅是党建信息化的应用，还将成为连接各级党
组织的纽带、交流党建经验的载体、促进各方合作的
桥梁，通过组织联通、经验融通、合作畅通，齐心协力
把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在签约环节，中信银行与 10 家“党费通”产品使
用单位和党建工作平台建设单位分别签约。发布仪
式上，参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党费通”和“不忘初心”
卡宣传片。大家表示，使用“党费通”交纳党费，让担
当更主动，让党性更坚强，每一次郑重的点击，都是
一次有温度的体验。对于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来
说，
“党费通”适应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
积极融入国家移动支付便民工程，既解决了党费交
纳的实际问题，又营造出新时代的仪式感，实实在在
拉近了党员和党组织之间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