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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安保畅 做好交通
“先行官”

区交通运输局

东西向快速路复工现场

交通运输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官”
。
余杭三面环绕主城区，是周边省市进入杭州的第一站，更是融杭接沪的
桥头堡，为此，区交通运输系统在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的
统一领导下，严格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全系统党员干部同频共振，打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奏响“稳秩序、抓生产、促项目”三部曲，用使
命担当为人民群众健康和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用实际行动践行
“人民交通为人民”
的初心和使命。
本版组稿 吕波 王怡旻 图片由区交通运输局提供

2 月 21 日首趟外省返工人员包车顺利抵达余杭

第一时间出击 筑牢精密智控的交通防线

第一时间响应“一路绿灯”
全方位助推复工复产

艘、人员 51 万余人，劝返 6708 人、移送居家医学观察
2942 人、集中医学观察 97 人、就医检查 30 人，为余杭
人民牢牢守住
“安全门户”。

属地联动 加强建筑工地人员管控

交通卫士奔走在战“疫”一线

部门协同 守好疫情防控关口
在全区主要高速道口、国省道等重要公路卡口
处，交通执法人员在这里集结，不分昼夜 24 小时坚守
阵地。他们放弃休假冲锋在前，用坚守和担当诠释着
交通人的忠诚——严防严守，齐心协力奋战在疫情防
控战斗中，
筑牢精密智控的交通防线。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自 1 月 25 日开始，区交通
运输局第一时间布置落实，在执法力量有限的情况
下，运管、路政、养护全员动员，与部门镇街一起快速
上岗。自 1 月 25 日卡点启动至 2 月 19 日指挥部决定
撤销高速公路、国省道及重要县道检查点的 26 天时
间内，系统累计投入力量 4000 多人次，24 小时连轴
转，和相关部门协同检查机动车 28 万辆、船只 700 余

交通建设工地外来从业人员多，人员流动性较
大，为确保建设工地人员安全，该局加强与属地镇街
的工作联动、信息联通，对 23 个交通工程项目，每个
项目成立防疫工作领导小组，从建设业主到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及第三方服务单位，全部由项目领导任
防疫领导小组组长，层层压实，责任到人。对 4700 多
名从业人员逐一排查，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同
时建立每日巡查和通报制度，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做到“每日查、每日报”
“ 立查立改”。对留
守的重点地区人员由属地落实相关隔离、管控措施。

强化公共交通防控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2 月 3 日下午 3 点起，我区率先在全市实行公交
车、出租车、网约车、包车、班车等公共交通暂停运营
措施，尽力减少人员流动，切断疫情通过公共交通传
播的渠道。同时，为保障特殊群体出行需要，专门开
通 3 条医院专线，解决卫健系统职工上下班出行困难
问题，落实出租车爱心车队 7 名司机 6 辆出租车做好
困难群众的应急接送。

第一时间保畅“交通运输生命线”
挺起战
“疫”
脊梁
保障物流畅通
57 家重点货运企业全部恢复运输
为全力帮助货运物流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运输，区
交通运输系统成立余杭区货物运输行业复工复产专
班，
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每日负责摸排辖区内货运
企业的复工复产情况，掌握辖区货运企业复工复产的
计划图和时间表。同时，对联系企业上门开展“三服
务”
“亲清直通车”
和
“驻企服务员”
活动，
在送去企业急
需的防疫用品的同时，
结合相关政策，
积极帮助企业解
决复工复产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高企业返岗率和
达产率，
力争企业运能和运量早日恢复到正常水平。
此外，主动对接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协调和
配合，主动向社会公布相关部门办理交通运输车辆通
行证的联络员名单和联系方式，为社会提供重点物资
运输保障服务，有力支援全社会复工复产。同时，积
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开通营运货车年审检测绿色
通道。

移动办+承诺办
让应急物资运输更快更畅
1 月 29 日，浙气运输公司来电求助：要在 1 月 30
日启运用于各类医疗器械用品消毒灭菌使用的环氧
乙烷灭菌气体。而当时正值春运，危险品运输车辆禁
止上高速。为将急需物资及时送达，区交通运管部门
积极与上级部门对接，最终为其开通了危化品运输物
流通道。

“暖心巴士”送你回家

为高效便捷做好通行证发放工作，全力保障应急
物资运输，2 月 1 日起，运管部门通过网络、钉钉或微
信为企业办理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高速免费
通行证，企业只需自行打印无需跑路就能拿到通行
证。截至目前，共计办理通行证 105 张，解答通行证办
理咨询电话 87 个，此外，2 月 9 日起，积极实行应急物
资和车辆通行证“移动办”和“承诺办”，通过“浙里办”
App 办理通行证 395 张，有力地保障了各类防控应急
物资及时送达省内外。

公共交通防控
筑起司乘安全出行“双保险”
在恢复公共交通运营后，区交通运管部门积极督
促公交公司对公交场站、公交车辆的每日消杀，
督促客
运企业做好车站内的消杀通风工作。落实返程客运车
辆防疫检测，
特别是对重点疫区返程车辆实时跟踪、及
时掌握和处置。自 2 月 22 日起，为手持黄码、红码，但
是在余杭有工作和固定住所的人员在余杭高铁站开通
2 条“暖心巴士”，以此解决他们回家的“最后一公里”；
在出租车方面，
给每辆出租车配备消毒液，
要求司机每
天至少消毒 2 次，并做到
“一客一消毒”
，要求司机营运
期间佩戴口罩、关闭空调、定期通风，主动要求乘客乘
坐后排座位。出租车驾驶员还要下载
“杭州平安的士”
App 获取车辆防疫码。在每一次运营中，
司乘双方应互
出示杭州健康码，
驾驶员还应主动向乘客出示防疫码，
乘客扫码后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并确认完成乘车信息
登记，
筑牢公共交通疫情防控的安全屏障。

出租车驾驶员向乘客出示健康码

“美丽公路”杭长高速径山收费大棚改建工
程正式复工

工作专班+服务专员
交通重点工程全面复工
2 月 17 日，余杭区东西向快速路（崇贤至老
余杭连接线工程）现场，各种大型机械的轰鸣声
震耳欲聋，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和口罩各司其职
——该项目成为我区首个复工的省市交通重点
工程项目。
2 月 20 日，塘栖镇跌马桥—龟山东拓宽改造
工程正式开工，成为我区首条复工的“四好农村
路”
。该道路原计划 4 月底完工，项目部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复工，迅速完成工地开复工备案、返岗
工人审核、防疫计划制定、防疫物资筹备等工作，
并招募部分本地工人弥补施工力量。目前，2019
年“四好农村路”续建项目涉及的 12 个镇街均已
复工复产。
2 月 21 日，杭长高速径山收费大棚改建工程
正式复工。
“ 美丽公路”良渚片、临平片等续建项
目紧跟着陆续复工，目前“美丽公路”各个项目正
利用有利天气条件抢抓施工，力争按原定计划完
工。
为保障交通重点工程顺利复工，区交通运输
局成立重点工程复工工作专班，实行“局领导专
员联系，业务骨干驻企服务”机制，全体区管干
部、20 名驻企服务员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深入工
地，提供顾问式、管家式服务，全力支持和组织符
合条件的重点工程项目开复工。2 月 17 日，7 个
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取得复工批准；至 2 月 21 日，
27 个“美丽公路”及“四好农村路”项目全部取得
复工批准，至 3 月 11 日，所有交通在建工程项目
均已实质性复工。

定制公交+包车服务
助力企业员工顺利上下班
2 月 15 日，
在余杭汽车西站，
30 多位乘客陆续

定制公交助推企业员工安全返岗

“四好农村路”项目全面复工

登上一辆公交车，目的地是五常街道华立科技
园。与普通公交车不同，这辆公交车是专门为企
业复工提供的定制专线公交。据悉，为全力保障
复工企业返岗人员出行需求，
2 月 15 日，
我区为复
工企业推出定制公交服务。复工企业需提前统计
员工人数及用车时间，通过预约电话向余杭公交
公司提出定制公交专属服务的需求，公交部门再
为企业量身定制通勤营运方案。通过
“点对点”
接
送，让企业员工安全、便捷、舒心地返岗。截至目
前，
已为 4 家复工企业开通 6 条定制专线，
为 200 名
企业员工解决上下班出行问题。
2 月 17 日，区交通部门又为复工企业推行返
岗人员包车运输工作。对符合申请要求的企业发
放包车标志牌及《通行证》，在各入城卡口免检放
行，出卡口后将车辆行驶至复工企业所在地政府
指定的查验点，对返工人员进行检疫、登记、并按
属地要求落实相应管控措施。截至 3 月 16 日，民
工返岗政府包车累计安排包车 265 辆（次）,实际载
客 4688 人。

水运经济苏醒
辖区港口经营企业全部复工
3 月 2 日，仁和兴泉黄沙场的正式复工，标志
着辖区内所有在经营港口企业已经全部复工。目
前，余杭辖区持有有效岸线使用许可证的港口企
业共 47 家，实际在经营港口企业为 35 家。
为做好企业复工和疫情防控工作，余杭海事
部门多次通过微信群布置，以线上服务的形式，
指导企业制订疫情防控方案、应急预案和相关台
账，确保企业及时复工。1 月 30 日以来共检查码
头 43 家次，出动执法人员 112 人次，主动上门服
务指导 4 家次，检查发现问题 62 项，目前已经完
成整改。下一步，海事部门将继续做好服务与指
导，深入企业走访，帮助解决企业困难，助力水运
经济苏醒。

港航执法人员指导辖区船户加强疫情防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