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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时有小雨。
东北风3~4级，气温1~5℃。

11 日

本报讯（记者 吴一静 通讯员 王力
孙艳）春节假期，我区共接待游客54.50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23亿元。节日期间，
我区还为民众献上丰富多彩的文化“盛
宴”。民众在享受文化大餐的同时，“年味
儿”也更显文化底蕴。区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民俗活动、主题演
出、非遗展览等越来越多地走进余杭的景
区和乡村旅游区，让市民游客在游玩中看
年俗、品历史，收获满满的文化“获得感”；
而曾经“冷门”的展馆、图书馆，如今也开始
成为新春期间的“热门打卡地”，成为春节
旅游的新趋势。

春节假期，我区各大景区景点精心准
备的节庆活动大受市民和游客的好评。第
十一届超山梅花节最佳赏梅期恰逢新春佳
节期间，前往超山赏梅的游客络绎不绝，景
区先后推出“品梅花文化、品古韵历史、品
超山活力”三大专题活动，整个景区都能感
受到浓浓的年味。本次长假超山景区共接
待游客 8.5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实现
门票收入 137.74 万元，同比增长 54.89%。
塘栖镇则在新年期间推出第六届古镇年味
节，“美丽乡村过大年”和“美丽古镇寻年
味”两大主题让游客们感受到了最正宗最
原汁原味的古镇年味，春节七天吸引了
14.32万人次的游客。西溪湿地洪园景区
在今年春节期间特别推出了“中国味 洪园
年”主题活动，红包树降财运、红围巾系福
运、越剧表演和民俗表演等等都让人流连
忘返，整个假期约 2万游客在洪园迎新祈
福欢度春节。

同时，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在人
民广场露天舞台、临平剧院推出越剧大戏
专场和“过大年 看大戏”免费电影专场，让
戏迷朋友过足戏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还首创性地开展贺岁电影走进文化礼
堂，仓前、崇贤、东湖、径山、乔司、塘栖等 6
个镇街文化礼堂上映《新乌龙院之笑闹江
湖》《幸福马上来》《幸会了，爸爸》《妖铃铃》
等电影 16场，让喜庆的电影成为假日期间

的节庆点缀。区博物馆推出雕刻大山的民
族——哈尼族服饰文化展，配合展览，博物
馆还从海南空运芭蕉叶在正月初一至初三
连续举办三场哈尼族糍粑亲子体验活动，
吸引了 60组家庭参加，让小朋友在春节期

间感受少数名族的节日习俗和文化气息。
长假期间，区图书馆日均客流量达 2000人
次，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组团来图书馆过
一个文化年。

春节长假我区接待游客54.5万人次
文旅相融正成为余杭人过年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陈书恒）“连具塘在改
造提升后有了不小的变化，崭新的集镇风
貌给街上的众多商家与店铺带来了更多的
发展机遇。”昨天尽管还是春节假期，位于
集镇良上线旁的不少店铺、餐馆已经早早
地开门营业。

连具塘集镇与良渚遗址保护区、瓶窑
镇交界，地理优势得天独厚，作为仓前的

“北大门”，该集镇的整治区域面积 0.22平
方公里。在小城镇综合环境整治过程中，
连具塘秉承“小而美、美而精”的理念，通过
立面整治、线乱拉整治、道乱占整治等措施
整体提升集镇外在美，同时立足集镇区位
条件，挖掘当地特色的中医文化，以长效管
理为整治根本，做足城镇内在美文章。

走进集镇的西入口，大串的红灯笼被
挂在路灯杆上迎风飘荡，沿路的不少店铺
门前都贴上了大大的“福”字。除了店门口
的装饰，古色古香的沿廊间也充满了红火
的气息：“福”字与春联在一根根支柱上形

成了组合，“福”字在上，春联在下，独特的
造型为春节期间的连具塘集镇增添浓厚的
节日氛围。

“我们家的店从初三这天就开始正常
营业了，其他周围当地人经营的商店也都
开业了。”集镇一家杂货店的老板正在整理
店铺里的货品物资，为年后逐渐步入正轨
的店铺作准备。“现在来买年货的人还有，
但更多的是那些马上要返回工作地的人来
店里买些食物或者生活日用品。”商铺老板
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就住在连具塘村周围，
出门到镇上也很方便所以就想早一点开
业。“集镇现在变得这么漂亮，为我们这些
经营户创造了很好的条件，2019年我也要
加把劲儿了！”

集镇一旁则是村民居住的区域，春节
的气氛在这里同样浓烈，这边大红灯笼在
庭院里高高挂起，那边竹竿上系满了酱鸭、
酱肉。风情集镇，传统年味浓。

春节期间我区道路
安全运输旅客
82.5万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 吕波 通讯员 唐伟峰）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我区前期晴雨相间，后
期多阴雨、伴雨夹雪，但天气情况并没有对
节日旅客运输造成太大影响。客运市场安
全、平稳、有序，全区道路运输行业未发生
一起重特大交通事故。受其他出行方式分
流影响，总体客流量与往年相比有所下降。

据统计，春节长假期间，我区道路旅客
运输量共82.57万人次，其中公交运送旅客
81.72 万人次，客运班车和包车运送旅客
0.85万人次，主要以中、短途探亲流为主。
受地铁、高铁、私家车等出行方式分流影
响，总体客流量与往年相比又有所下降，与
去年的83.18万人次相比，今年总体客流量
下降约0.7个百分点。

长假期间，交通运输部门加强了公交、
长运、地铁等运输方式的衔接配合。为方
便乘客，余杭公交推出了“返乡专线”（塘栖
—杭州火车东站）等便民举措；此外，我区
各客运企业和客运站合理安排运力和值守
人员，对司乘人员进行安全教育，落实各项
安全防范措施，切实做好运力调度安排和
雨雪天气应急保障工作，确保了旅客的平
安出行。

全区1.5万警力
节日为群众守平安

本报讯（见习记者 童江平）春节期
间，区公安分局投入警力1.5万余人次巡逻
防控、值班备勤，保障全区人民群众度过了
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节日期间，全区公安机关严格落实安
全监管工作，强力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稳
定。交警部门成立交通安保工作领导小
组，提前布置警力，严格落实“人不离岗、岗
不离人”制度，强化路面巡逻盘查，确保交
通安全稳定，依托 320国道五号桥春运服
务站和4个春运检查点，严格实行“逢车必
查”的要求，对 7座以上客运车辆、危险化
学品车辆逐车登记检查，加强对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的路查路检，做到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切实将隐患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各
派出所持续强化出租房登记管理工作，对
可疑人员及网上在逃人员进行全面排查，
同时对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以及
居民区开展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春节期间，区公安分局全力开展大型
商场、景点、寺庙、香火等人流密集场所以
及烟花爆竹、交通、火灾等隐患点的 24小
时不间断巡逻防控工作。同时，为震慑社
会不安定因素，在全区范围内共设置值勤
卡点 10个；为保障交通道路平安畅通，共
启动检查站 5个，设置临时交通检查卡点
18个；同时，强化 PTU巡逻和警务值班备
勤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带队备勤制度。

春节期间，全区共投入警力 15630 人
次，其中在全区各个卡点布置值班备勤、应
急处置警力 2230余人，日常巡逻防控警力
1050名，确保社会安全防控能力有效提升；
路面执勤 1100余人次，严格落实春运道路
交通管理责任，同时辖区 5个交警中队结
合辖区实际情况和节日特点，科学落实路
面执勤、酒驾整治以及交通事故处理值班
备勤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期间，余杭公安共
接警3929起，其中余杭、南苑、良渚等派出
所抓获网上在逃人员 10余名；交警方面，
共查处交通违法 291起，酒后驾驶 4起，醉
酒驾驶1起。

本报讯（记者 凌怡）春节期间，区城
管局各部门、中队加强应急值守，以市容秩
序、安全管理和环境卫生为重点，全力以赴
做好各项保障任务。

节日期间，区城管局各中队队员坚守
岗位，加强对地铁站口、高铁站、客运中心、
码头、广场等重点区域管控，落实人员开展
常态巡查，全力做好市容秩序管理。配合
属地政府做好辖区节庆活动及周边城市环
境管理工作。加大小区巡查力度，严查节

日期间抢建违建行为。加强对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力度，做好巡查劝导工作，将其引导
至收容站点。据统计，节日期间共出动执
法力量2017人次，教育劝导各类违章行为
5018次（起）。

同时，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加大了对城
市范围内的安全隐患排查力度，特别是存
在安全隐患各类事、部件信息的采集与交
办，抓好跟踪督查，节日期间共采集交办
各类信息 11件。每日安排专人接听城管

热线，共受理各类投诉 32件，所有投诉
咨询均得到及时、有效处理，处置率
100%。

市政设施保障方面，市政部门全力做
好城市桥梁隧道、道路设施破损等问题的
巡查和监管，共抢修路面 77平米，抢补
井盖 48只，巡检道路 70条，停车服务 45
次，疏通下水道 10 条，补种绿化 20 平
米，巡检桥隧 326座（次），检查整改问
题35个。

城市保洁方面，环卫保洁部门重点加
强对主次干道、商业繁华地段、车站和广场
道路的保洁力度；加大环卫设施设备维护，
及时更换破损果壳箱、垃圾桶；加强公共卫
生间管理，确保设施完好、卫生整洁。共安
排保洁力量 1827人次，延时保洁道路 185
条，添置洗手液83公斤，增修果壳箱93只，
清理牛皮癣 130处，清洗路面 102条（段），
清洗城市家具1601件，清理化粪池77处。

区长公开电话
春节“不打烊”

本报讯 （记者 杨荣 通讯员 张萍）
由于径山镇径山寺景区积雪严重，昨日有
游客在道路上滞留。市民张先生拨打区长
公开电话求助，希望有关部门帮助处理。
经值班工作人员及时联系职能部门，游客
及时被安全转移。

春节期间，区长公开电话共受理254件
（含 杭 州 市“12345”交 办 151 件 ，区
86212345受理 103件）。从受理内容来看，
交通秩序、无证摊贩、拖欠工资、物业管理、
燃放烟花爆竹、市场监管等问题是群众反
映的热点问题。对于群众反映的紧急问
题，工作人员及时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确保春节期间群众生产生活有序进行。

新春走基层

连具塘集镇：风情集镇饱含传统年味

区城管局出动2000余人保障节日城市环境秩序

我区又获得一块“国字号”招牌
大径山乡村休闲旅游示范园被命名为首批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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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山景区梅花引来游客纷纷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