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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城乡“通”往幸福

余杭交通交出 2020 年度民生答卷
幸福余杭，交通先行。2020 年，在区委区政府全力争当全省建
设“重要窗口”排头兵的有力号召下，区交通运输局系统上下与广
大建设者一起，齐心协力，交出了一份人民群众满意的交通答卷，
以奔跑的姿态，为我区高水平建设创新余杭、品质之区、文明圣地
当好先行。
本版组稿 周保勇 王黎娜

畅达交通 幸福路提速了
等，累计续建、新建项目 9 个，配合省市重
点建设项目 2 个，完成年度投资额达 50.25
亿元。
一些项目的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中，包括东西向高架桥花箱和景观亮化附
属工程、东西大道运河大桥改造工程、星
都大道（星河南路至海宁界）工程、杭徽高
速老余杭互通改建工程、东西向快速路综
合整治项目，力争在 2021 年早日开工。
同时，为充分利用公共交通解决交通
拥堵问题，在地铁 5 号线（后通段）、16 号
线（杭临线）开通的第一时间，公交线路配
套同步实施。全年累计新增、优化调整公
交线路 38 条，新增更新公交车 195 辆，建
设完成彭公公交站，新改建公交候车亭 10
个，并多渠道开展治堵宣传。

“我的工厂离老余杭北互通直线距离
400 米，这就是家门口的高速公路呀。“
”二
绕”西复线通车，让在余杭街道仙宅村经
营箱包厂的陈九红满心欢喜。2020 年底，
杭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复线余杭段正式通
车，这条串联杭州、湖州、绍兴三市，连接
德清、余杭、临安、富阳、诸暨等地的都市
圈大通道，
带领余杭开启
“二绕时代”。
除此之外，2020 年，余杭区加速建设
的项目还有东西向快速通道（高架）工程、
东西向快速通道下穿杭徽高速段工程、东
西向快速路配套电力廊道项目、京杭运河
二通道余杭段、京杭运河航道桥梁提升工
程（一期），并开工建设东西向快速通道
（地面）工程、东西向快速通道文一西路互
通工程、东西向快速通道良祥路互通工程

径山镇“四好农村路”漕雅线与漕同线 摄/艾琳

富美交通 幸福路变靓了

东西向快速通道施工

辛勤的绿植护工

智慧交通 幸福路添翼了
早上 8 点，一辆定制公交“数达 4 号
线”准时从地铁 5 号线金星站 B 口附近的
公交站发车，驶向仓兴街云联路口的永乐
工业园区，车上的乘客均是园区内企业员
工。
“过去，从地铁站出来没有到公司的公
交车，只能自己打车，费时费钱。这路公
交车的运行时间完全按照公司上下班时
间制定，准点又高效。”在园区内某科技公
司上班的乘客张先生说。
利用城市大脑数据协同，围绕市民出
行需求开通具有“定时定点、快速直达”等
特点的需求响应式公交，2020 年，余杭区
共开通“数达专线”公交线路 4 条，根据早
晚高峰定时定点发车 2～3 个班次，线路
日均载客 256 人次，为像张先生这样的园
区企业员工解决了上班‘最后一公里’的

难题。
为充分发挥余杭区的数字资源和技
术优势，区交通运输局依托城市大脑等平
台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参与城市大脑数字
驾驶舱建设，完成全区高速出入口过车数
据归集、公交车辆 GPS、公交站点信息等
数据编目工作，并将智慧交通模块纳入浙
政钉 2.0 平台。同时，依托综合交通信息
指挥平台推出多项管理平台，包括绿地管
养数字化系统、交通执法一体化作战单
元、车载应急联动平台、交通工程智慧监
督平台，助推交通治理向现代化、数字化、
智能化发展。开发运用“民工工资欠薪二
维码”
、营运客车监管二维码、危货驾驶员
“安全码”
，
持续发力
“码上交通”
。

“数达 4 号线”

成村级农村物流服务点 180 个，
“ 交邮农商
融合助推乡村振兴，构建城乡一体化物流
体系”工作已作为交通运输部农村物流服
务品牌项目予以申报。5 月 22 日，全市创
建“四好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市（县）比学赶
超现场会在余杭召开，副市长缪承潮对我
区“四好农村路”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区交
通运输局荣获杭州市“四好农村路”建设一
等奖、杭州市
“四好农村路”
建设先进集体。
按照“全域美丽”的要求，我区深入推
进“美丽公路”建设，在完成 2019 年续建项
目基础上，拟定 2020 年建设计划，重点优
化完善并分片成建制推进东部（开发区、塘
超景区、崇贤北部）、中部（良渚）、西部（黄

湖 片）和 城 西（一 口 一 线）的 美 丽 公 路 建
设。全年实施新建项目 02 省道、崇超线、
运溪路、星河路、荷禹路共 5 个，目前各项
目正按计划推进中。
“城市环境大整治、城市面貌大提升”，
在深入推进公路、绿化养护工作中，余杭区
干线公路 G235 顺利通过“国检”大考，崇贤
至东湖路连接线一期工程绿化工程第一标
段（高架花箱）荣获“杭州市优秀园林绿化
工程（市内综合类）”金奖，
“美丽公路”示范
整治工程第 9 标段（02 省道、02 省道临安交
界处、杭徽老余杭入城口）荣获“杭州市优
秀园林绿化工程（道路类）”
金奖。

平安交通 幸福路让人安心

疫情下的坚守

“民工工资欠薪二维码”

韵味交通 幸福路增彩了

如何将道路桥梁打造成文化的重要
载体，使余杭境内的道路真正成为“余杭
的道路”？我区提出“一路一风景、一路一
主题、一片一文化”的理念。比如，在东西
大道运河大桥的规划设计过程中，数易其
稿，在桥型、护栏设计、景观打造等方面充
分融入运河的文化元素。
2020 年初，余杭区制定完善《余杭区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深化工程设计方案，积极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全年累计完成
征收码头 23 家、不雅企业 12 家，拆除不雅
建筑、违章建筑近 5 万平方米。完成崇贤

“这几天，何家陡门桥改造好了，来我
们这钓鱼、吃饭的客人络绎不绝。”永安村
钱家组村民梅忠明一边晾着酱鸭，一边高
兴地说。梅忠明经营着一个家庭农场，横
跨苕溪、连接余杭仓前的何家陡门桥改造
工程完工后，为他的乡村旅游事业架起了
更宽的对外桥梁，并成了村里的一条美丽
风景线。
2020 年，是余杭区“四好农村路”三年
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涉及 12 个镇街 80 条
道 路 119.2 公 里 ，目 前 已 完 成 工 程 量 的
90%。3 年以来，建设“四好农村路”672 条
共计 840 余公里，打通群众出行的“最后一
公里”，铺就乡村致富路、幸福路。同时，建

街道四维公园建设并向市民开放，实施建
设老良塘公路桥接线改建工程、良渚门户
公园工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一
期-崇贤段、仁和街道运河休闲公园、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一期-仁和段。
同时，结合交通“十四五”规划，区交
通运输局委托设计单位开展交文旅子方
案专项研究，把余杭文化作为余杭交通建
设的血脉和灵魂，深度挖掘，高点规划，全
力打通余杭文化展示通道，用好各类文化
展示的载体，包括公交车、公交站、指示
牌、道桥名、沿途景、小节点等道路空间资
源。

运河大桥效果图

群众的满意就是最大的肯定

水上应急搜救中心正式揭牌运作
面对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余杭区全力以赴、打好防疫阻击战，交通人
也始终坚守在第一线，为余杭人民牢牢守
住“安全门户”。区交通运输局在执法力量
有限的情况下，全员动员，累计投入 4000
多人次，24 小时连轴转，和相关部门一起，
先后设立防控检测点 100 余个，累计检查
机动车 33 万余辆，检查人员 83 万余人。先
后开展上海口岸入境接驳和杭州铁路客运
站接驳工作，共接驳上海口岸入境来我区
人员 603 人，接驳杭州铁路客运站来我区
重点人员 1115 人。
同时，为抓好道路的隐患治理，区交通

运输局按照“分级分类”原则，全年共完成 2
处省级、7 处市级道路安全隐患点整治，13
处区级道路安全隐患点整治正抓紧落实
中，完成杭州市事故 TOP 道路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点位 42 个、斑马线点位提升 69 处。
利用路长制，对发现的 274 处日常隐患落
实即查即改。牵头开展公路铁路两侧安全
隐患点位整治工作，完成普速铁路沿线外
部环境安全隐患治理 161 处。
一年来，区交通运输局不断完善机制，
加强行业监管，行业系统安全稳定，未发生
一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充分吸取“6·13”
事故教训，开展危化品运输行业“雷霆整

治”行动，加强辖区内危货运输行业管理；
在杭州地区率先推行“两片两长四员”制，
实行网格管理，分片包干，督促企业主体责
任落实，清理挂靠车辆 11 辆，在杭州地区
率先完成“挂靠清零”攻坚战；深化部门联
合执法机制，加强“两客一危”、超限超载、
东西向快速路联合执法等涉路违法行为治
理。探索建立水上应急救援机制，2020 年
11 月 24 日，余杭水上应急搜救中心正式揭
牌运作，并引进社会专业力量参与。公羊
搜救队的加入，为水上应急救援开辟了新
路径，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交通铁军 幸福路担当有我

2020 年，区交通运输局联合区旅游集
团建立大径山旅游产业党建联盟，助推美

丽公路+径山旅游品牌打造；促成京杭运河
二通道“新开挖”余杭段签订党建共建协
议，汇聚沿线和项目参建单位各方力量，有
效推进项目进度；与星火社区成立党建联
盟，积极参与社区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建
基础助推中心。
压实压紧“一岗双责”，层层压实工作
任务和工作纪律，严格交通干部队伍监督
管理。全年开展廉政谈话共计 130 余人
次，及时掌握干部队伍动向，引导和帮助干
部职工筑牢拒腐防变红线。持续强化监督
执纪，重点开展违规借贷、私办企业、干部

工作不规范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对下属单
位失管失察自查整改落实情况以及近年来
系统内部巡查中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
全面检查及反馈，
确保自查整改落到实处。
圆满完成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事业单
位改革，顺利完成新一轮中层干部选任工
作。树立优化考核导向，完善局工作人员
综合考核实施办法，做到人人肩上有担子、
人人心中有目标、人人工作有方向，持续深
化“三服务”活动，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交通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