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高红波

本报讯 65 岁

的项孔祥，21 日早

早地来到天目山镇

公交站，打算搭乘 851 路公交车去顶山

村。顶山是九里村最偏远的一个自然

村，山的另一边就是富阳了。为尽快解

决村民出行需求，交通运输部门排忧解

难，当日正式开通运营 851 路公交。

这是项孔祥第一次坐公交车回家。

因为出行不便，项家两个儿子十几年

前就住下山来，在镇上做活，如今都

已成家。老项也跟着住了出来。去年

镇里开展下山移民，老项位于顶山的

老房子拆除。镇村两级统一规划，在

离集镇较近、离顶山也不远的九里村

朱坊自然村选址，包括老项在内的 6

户移民开始兴建新居，今年就能建好。

7 点 40 分，第一班车准时发出。

镇公交站是刚新建投用的，车也是新

的，老项满心欢喜，上车后，和记者

讲述起顶山村的事情。老项说，顶山

村多数是移民，上溯三代没有本地人。

他的爷爷是从衢州那边移民过来的，

还有一些从其他地方来。到了他这一

辈，大家都能讲本地话了。如今留在

村里的，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通

车后，我想会有更多年轻人常回老家

看看。”老项说，顶山村很美，他这一

辈人恋旧，还是喜欢老家。

老项这次回顶山，是要务农，除

下菜园里的草，摘些茄子辣椒回家。

像很多下山移民一样，房屋在新住处，

田地却在老家。平时回家，老项要骑

摩托车，有时忙累了，真想有公交可

以坐。他没想到，这个梦想如今实现

了。“我们年纪大了，骑车也不安

全。”老项说，希望今后加开，每天都

有公交进村就更好了。

在今年的“走亲连心三服务”活

动中，交通运输部门排查出一批公交

出行需求特别强烈的自然村，决定加

深通达力度。顶山自然村村民成为第

一批受益者。区公交公司运力有限，

目前从天目山镇发往顶山自然村的

851 路公交，每周开周五、周日两天，

每天两个班次来回。早上 7 点 40 分从

天目山镇公交站发出，到顶山止，沿

途 25 个站点，8 点 40 分从顶山回镇

里。下午两头发车分别是 1点 40 分和

两点 40分。区公交公司表示，随着运

力增强，会逐步加大自然村公交通达

力度。

大约 45 分钟后，851 路公交车抵

达顶山村。8 点 40，车子准时返程。

第一个站点上来两个村民。到第三个

站点，一下子涌上十多个村民。大家

像过节一样，说说笑笑下山，那份喜

悦和老项是一样的。

深山里的第一趟班车
走亲连心
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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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有效防范和遏制燃气领域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区城管局日前牵头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

门，联合开展瓶装燃气领域专项整治行动。

专项行动人员分为 2 组，分别对全区各瓶装燃气储

配站点、二级公司、二级瓶库及各镇街瓶装燃气三级供应

点开展检查。各部门结合职能对瓶装燃气的审批、充装、

储存、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执法检查。

检查中，检查人员对照瓶库内燃气瓶空瓶和满瓶是否

分区存放，燃气销售是否落实实名制登记制度，燃气经营

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限内，燃气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是否规范完好有效，入户安检是否落

实等 30余条标准，逐项逐条检查，并对存在问题一一记

录。同时，检查人员还向燃气企业、供应点发放安全使用

手册，宣传燃气安全相关知识，要求燃气经营者在配送燃

气时向市民宣传安全规范使用知识，将燃气使用隐患消除

在萌芽阶段。

截止目前，专项行动已出动 108 人次，共检查城区

及各镇街管道燃气企业 2 家，储配站 4 家，二级公司 6

家，二级瓶库 10 家，三级供应点 123 家，共发现问题

207 处。主要存在入户安全检查落实不到位、实名制登

记信息不全、灭火器规格不符合要求、作业人员未佩戴

上岗证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向燃

气企业开具整改通知单，现场整改问题 32 处。对不能

当场整改的隐患，各城管中队均已督促企业落实整改责

任、措施、时限、预案，确保隐患闭环整改。接下来，

区城管局将继续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燃气安全检查，对已

经整改的，将不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行动；同时，

将加大执法检查频次和力度，严厉查处瓶装燃气领域的

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消除安全隐患，避免燃气安全事故

发生。

我区开展瓶装燃气领域专项整治

近日，石镜街上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给乱穿马路

的行人敲响了警钟。早高峰期间，一位 50 岁的阿姨，为

节省时间到对面店铺，离开前方红灯的斑马线，闯入了

机动车道，并上演 900 急转身、跑步过车、逼停车辆等惊

险动作，最终把一辆紧急避让的私家车“拱”入绿化带。

结局让人“很舒服”，交警认定行人负主责，赔偿车辆及

道路设施的损失。

主流媒体纷纷转发这条新闻。“浙江之声”抖音号

阅读量迅速破千万，点赞近 40 万，许多网友在下面留

言，说“为交警点赞”、“今天我骑车就遇到这种人，幸

好我骑得慢，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再走十几步不是斑

马线吗？”……

行人乱穿马路，不仅让人深恶痛绝，也到了该大力

整治的时候。笔者发现，特别是钱王街，行人乱穿马路

现象愈演愈烈。钱王街改造亮相后，颜值得到很大提升，

其中中央隔离带使用了低矮草坪，让道路看上去开阔、

美观。然而这一设计，在某些人眼中成为了过街便道。

他们或贪图方便，或彰显个性，放着斑马线不过，肆意

闯入机动车道，踩草坪、鬼探头、阻车流，把司机们吓

得胆颤心惊，自己反而脸不红、心不跳，拍拍屁股扬长

而去。

反观机动车一方，如今礼让行人蔚然成风。在各大

路口、斑马线前，越来越多的司机加入到礼让行动中来，

宁让一分、不抢一秒。即使面对乱穿马路的行人，许多

司机也选择减速避让、停车让行。但守法者的善举，不

应成为违法者的盾牌，助长了嚣张气焰。马路上本就该

各行其道、有序通行。眼下，总有那么一些行人，不遵

守交通规则，或无视红灯，或擅闯机动车道，这种行为，

不仅给自身带来危险，也极易造成车辆撞人、追尾等安

全事故，如果不加整治，不加谴责，长此以往下去，城

市面貌何在？城市文明何存？

这里，笔者除了呼吁广大市民遵守交通规则，珍惜

生命安全，也希望相关部门积极加以整治，一方面强化

路面执法，教育引导违法行人，另一方面引入科技设备，

变物防、人防为技防，实时抓拍乱穿马路等违法行为，

予以曝光和处罚，让守法者不再孤单，让违法者心存畏

惧，共同打造文明向善的城市出行环境。

朱陈伟

乱穿马路该休矣

为做好防风防汛工作，城投下属园林公司对辖区主要道路、公园广场及绿地乔木

的枯枝、断枝等进行修剪，防止断枝砸伤行人，确保雨季行人出行安全。截至目前，已完

成疏枝修剪共计 7300株。 记者 陈伋 通讯员 张敏 摄
修剪树木枯枝 消除安全隐患

通讯员 章旭

本报讯 近期，群芳书画苑的百余

名“小画家”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临安

消防大队，近距离学习消防知识、体验

消防生活，用灵巧的画笔勾勒心中的消

防形象。

期间，消防指战员带领小朋友们参

观营区通讯室、训练场、车库、荣誉室等

场所，模拟接警出动的过程，再现了消

防员日常救火、救人的场景。同时，在现

场进行演示和互动，让小朋友们体验消

火栓出水灭火、过独木桥、穿战斗服等

项目，了解消防员的日常工作，当了一

回“小小消防员”。此外，消防指战员还

带领师生参观了消防体验馆，结合重大

火灾事故，向大家讲解如何预防家庭火

灾、遇到火灾该如何第一时间处置、如

何正确报警等常识。

参观之后，小朋友们纷纷拿起画笔

现场写生，勾勒出心中的消防形象。有

的对着灭火器学习静态构图，有的对着

灭火防护服学习细节刻画，有的对着消

防车学习色彩调配，还有的天马行空画

出了“未来的消防车”…… 在小朋友稚

嫩的画笔下，威严的消防车变得生动形

象起来，英勇的消防员也可爱了不少，

一幅幅消防绘画作品充满了童真童

趣。

此次活动，小朋友们在寓教于乐中

学习了消防知识，提高了消防安全意识

和逃生自救能力。

欢乐游红门 童心绘消防

百余名“小画家”走进消防大队参观写生

通讯员 王瑜聪

本报讯 日前，湍口镇召开 2019 年

度“平安湍口建设”大排查工作会议，专

题部署“平安湍口”建设相关工作，不断

强化全镇平安建设水平。

这次活动中，湍口镇平安建设办联

合综合信息指挥室，促推城管、交通、社

会治安、市场监管、消防等多部门形成

合力，深入道路交通、出租房、燃气点、

客运站、寄递点、民宿农家乐、餐饮、超

市、校园等多领域，开展全方位安全隐

患大排查行动。

为进一步提升全镇平安建设水平，

该镇平安办、综合信息指挥室联合执法

力量，深入一线开展执法检查，坚持查

纠结合，不留死角，立整立改，做到隐患

问题“不过夜”。据统计，本次排查行动

覆盖 60余处点位，排查出 44 个安全隐

患问题，其中现场整改问题 25 个，限期

整改问题 19个。

在平安建设过程中，确保行业领域

的安全只是其一，人民群众的安全才

是真正的安全。而全科网格作为“公”

与“民”之间的桥梁，充分发挥网格

效能，扩大平安宣传力度，深入千家

万户，才是进一步提升湍口老百姓安

全水平的有效途径。为此，湍口镇平

安建设办充分借助全科网格力量，坚

持网格行动与日常宣传相结合，在完

成每一项工作任务的同时，积极做好

禁毒、普法、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邪教防范、诈骗防范等平安宣传工作，

真正将平安建设融入到湍口人民的日

常生活中。

湍口镇多级联动共建“平安湍口”

吴越论坛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6 月 26日
取消 07:30-15:30 潘山 V751 线柳庄分线 1# 杆开

关
潘山村[柳庄充电站]公变 浙江丰铎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青山湖旅游有限公司 杭州天目永安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环湖绿道建设有限公司 临安
市新鑫砂石有限公司 临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临安兴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东山村[潭村]公变停吉祥 V392 线石山村潭村支线
2#杆东山村[潭村]公变令克以后07:30-15:306 月 26日

取消

牧亭村[里麻黄]公变、牧亭村[外麻黄]公变

白沙村[龙须安]公变

城后 V512 线海龙分线 4# 杆麻
黄支线

停里畈 V580 线龙须安分支线
10# 杆白沙村[龙须安]公变令克
以后

07：10-17：20

08:00-12:00

7 月 4日

7月 1日

临目村[外横渡]公变

崇阳村[崇阳 2#]公变

青云村[岳山脚]公变

停里畈 V580 线外横渡分支线 1#
杆临目村[外横渡]公变令克以后

停大坞 V356 线 41# 杆重阳坞 2#
变分线令克以后

停杨西 V721 线上坎岳山脚分线
5# 杆青云村[岳山脚]公变令克以
后

13:00-17:00

07:30-12:30

07:30-11:30

7 月 1日

7月 2日

7月 2日

东山村[石山安置小区]公变,临安市玲珑街道东山股份经济合作社,临安泰立塑业有限公司,杭州临安吉祥塑料粒子厂,杭州创辉照明电器有限
公司,浙江玲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夏村村[浪岭脚]公变

射干村[射干]公变

停祥盛 V394 线祥华站石山村分
线开关以后

停杨畈 V582 线溪村 5824 线浪
岭脚分线 5#杆夏村村[浪岭脚]公
变令克以后

停由口 V290 线射干村小源分线
2#杆射干村[射干]公变令克以后

07:50-12:20

12:30-16:30

07:30-17:00

7 月 2日

7月 2日

7月 3日

金马村[黄金坞八脚山]公变

10kV 太阳村[毛竹坪村]公变,10kV浪山村[兰田坞]公变,10kV浪山村[杨家坞村]公变,10kV浪山村[杨家坞青顶山]公变,10kV 浪山村[浪山
企业]公变,10kV浪山村[浪山四门头]公变,10kV浪山村[浪山村]公变,临安市继生有机肥料有限公司

10kV牧亭村[里麻黄]公变 \10kV牧亭村[外麻黄]公变

杭州潜阳科技有限公司

豆川村杨家头

停吴马 V493 线八脚山分支线 1#
杆令克以后

双庙 V253 线里杨家坞分线 1#
杆令克

城后 V512 线海龙分线 4# 杆麻
黄支线
城后 V512 线潜阳科技分线 4#
杆杭州潜阳科技有限公司开关、
牧亭 V511 线耀泰分线 4# 杆杭
州潜阳科技有限公司开关
停大横 V543 线塔上分线 28# 杆
豆川村杨家头配变令克以后

07:30-15:30

07：15-13：20

07：10-17：20

08：00-15：50

08:00—14:30

7 月 3日

6 月 26日
取消

6 月 28日
取消

6 月 28日
取消

6 月 26日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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