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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蒋钰环

交通路网是城市发展的动脉，关乎城市
发展格局。为迎接2022年亚运会的到来，经
相关建设单位申报，为优化城市道路网，提升
城市道路通行，将对江东大桥进行提升改造
工程。对此，受施工影响，江东大桥由原来的
双向8车道更变为双向4车道通行。

江东大桥地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江
东工业园区和临江工业园区。起点位于绕城
高速下沙互通并连接德胜快速路，终点与青
六路相接，于2005年 12月开工建设，已于
2008年12月26日建成通车，大桥全长4.33
公里，设计时速为80公里，设双向8车道。江
东大桥是连接杭州主城区和江东工业区、临
江工业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成为杭州工业发
展的重要发展动脉。

据了解，江东大桥由高速交警管辖，此次
提升改造工程于今年9月19日起正式开始进
场施工，工期预计年底前结束。近年来，大江
东物流企业发展迅速，工程车辆增多，来往江

东大桥车流量增大，目前，江东大桥日均车流
量为5-6万辆次。

施工期间极易出现饱和拥堵情况，尤其
是早晚高峰期间。为有效缓解该路段施工期
间的通行压力，钱塘交警大队自施工起，在江
东河庄路口、德胜文海路增设驻守警力，由原
来一个路口2名交警增派至5名交警，从早上
7点至晚上9点全天候值守。交警部门还制
定外围的三级圈层分流方案，确保一旦江东
大桥流量趋于饱和，就在外围控制流量，缓减
江东大桥的通行压力。为避免车辆在桥面发
生事故造成交通拥堵，交警部门在桥面上安
排了应急施救拖车，将在短时间内拖走事故
车辆，为桥面交通保驾护航。为及时疏通拥
堵情况和解决事故车辆，钱塘交警大队与高
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还建立专门的工作联络
群，为江东大桥施工期间路况打好“组合
拳”。除此之外，交警部门还通过开通高德实
时诱导，发布拥堵“预警”，及时引导驾驶员绕
开拥堵路段。

9月 18日，杭州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

通警察支队发布通告，为确保2021年中秋
期间杭州市高速公路安全畅通，对相关路
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时间为 2021
年 9月18日17时—24时，21日12时至24
时，全市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限制黄牌载
货汽车（绿通车除外）进入高速，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江东大桥节假日施工期间
的拥堵情况。

在钱塘交警大队指挥室，记者通过实时
监控大屏看到，当中秋节假期（18日）遇上晚
高峰，在交警大队的有序指挥下，各路段车辆
未出现大面积拥堵情况。“目前在江东大桥左
车道已经有施工单位进场，为避免桥面拥堵，
我们已经按计划实时监控桥面情况，各路段
交警已提前做好值守准备。”钱塘交警大队相
关负责人表示。

交警部门建议市民出行前查看高德地
图，提前绕开拥堵路面或调整时间错峰出
行。请过往交通参与者按照交通信号灯及标
志、标线指示通行，并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人
员的指挥。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区市场
监管局了解到，浙江浪潮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生产的“木工硬质合金直
刃形镂铣刀”通过“产品检验+‘浙
江制造’评价规范管理要求+获证
后监督”的高标准认证模式，获得
了“浙江制造”认证证书，为钱塘区

“品字标浙江制造”军团再添一名
成员。

据悉，浙江浪潮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现代化数密刀具生产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生产的各
类数密刀具达到25万个，年产量
约1200万支。产品先后获得欧洲
TUV安全技术认证及德国BG－
TEST安全技术认证。产品销往
东西欧，北美，南美，非洲，中东及
亚洲等84个国家。

在得知近年来企业逐渐扩展

内销业务后，区市场监管局主动服
务靠前，指导企业导入先进质量管
理体系，同时帮助企业从原辅材料、
包装材料采购、半成品、成品检验等
各个环节，制定相关规程或规范。

在“浙江制造”认证审核的现
场，专家一致认为该企业无论是产
品设计研发、原材料供应，还是工艺
制造流程、精密设备检测均达到先
进水平，体现了钱塘区“品字标”创
牌企业的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

截至目前，钱塘区共有23家
企业累计获评25张“浙江制造”认
证证书。下一步，钱塘区市场监管
局将继续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以推
进“品字标浙江制造”工作为抓手，
以精准帮扶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依托，加强标准示范带动作用，
助力企业发展建设再上新台阶。

（吴宇翔 王霞）

科学管控精准分流 应对江东大桥双向封闭四车道施工

钱塘区新增一家“浙江制造”认证企业

■记者 刘龙龙见习记者 张雪依

本报讯 17日，凯德旗下综合产业园区
新加坡杭州科技园三期项目——“元创公园”
正式开园。据悉，元创公园总面积为23万平
方米，由凯德集团和三菱地所合作开发，旨在
打造新一代创新多元商务生态圈，为各类企
业及社群搭建灵活多样的工作和社交空间，
助推入驻企业间更好互利共赢。

随着钱塘区传统制造业向都市型制造
业、智能型制造业、服务型制造业、低碳型制
造业转型提升，“元创公园”的到来将为钱塘
区“美丽云城”建设赋能，助力做深做大做强
美丽经济产业，促进我区产业能级和城市综
合竞争力提升。

精致和现代是这一新园区的突出特
点。元创公园交通便利，从 90 平方米至
8000 平方米众多不同规模，户型方正，全
方位通光，将着力吸引文化创意、健康医
疗、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相关科研机构
等入驻。园区整体建筑彰显“现代、大方、
专业、精致”的气质，建筑风格引入杭州茶
园的形象元素，四座塔楼互相联通，多层
次的叠加空间，环式独立内院，中心超大
景观花园。

园内实现全面智能化管理，采用智能门
禁和NFC技术，实现物业无钥匙管理；智能
派梯系统，结合二维码和人脸识别方便进出
办公楼等，还有自动化管理停车场、智能视频
安全管理等，为园内企业和社群提供“精智”

的商务办公生态空间体验，将成为大创小镇
全新商务地标。

目前，新加坡杭州科技园一期和二期楼
宇面积30万平方米，入驻率高达90%以上，
汇聚了搜狗研究院、奥克兰大学中国创新研
究院、百草味、花西子、微念、壹网壹创等一大
批人工智能、信息科技、生物制药、电子商务
和科研院所等众多国内外创新企业和机构，
集聚各类人才约1.6万人。

未来，元创公园将持续关注其对周边社
区乃至整个城市活力和多元化生态空间的营
造，打造价值导向的未来商务社区新模式，构
建产业发展“创新高地”，使创新生态日益完
善，创新氛围日渐浓厚，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新加坡科技园“元创公园”开园 新一代创新商务生态圈启幕

序号

1
2

安置户主

王国庆
杨官秀

所属村

建一村
建一村

提前安置
面积（㎡）

70
70

申请提前安置的户型及套数
70㎡
1
1

90㎡ 120㎡ 140㎡ 190㎡ 备注

河庄街道云上澜苑提前申请安置信息公示

河庄街道云上澜苑安置户：
河庄街道云上澜苑提前申请安置已进入分房阶段，现将申请提前安置的安置户名单及安置面积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三

日内向河庄街道拆迁安置指挥部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最终的安置信息以登报公示的结果为准。
联系电话：0571-56360325 0571-56360331（河庄街道拆迁安置指挥部）
联系地址：河庄街道原新围初中内（河庄街道拆迁安置指挥部）
特此公示！

河庄街道拆迁安置指挥部
2021年9月22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安置户主
潘惠芬
陈小佳
鲍利军
倪凤根
倪创辉
朱雪美
陆志安
孙正高
金锦虎
陈建土
沈仁召

安置人口
5+1
5+1
4+1
7+1
6

6+1
6

6+1
6

4+1
4+1

安置面积（㎡）
420
420
350
560
420
490
420
490
420
350
350

安置人口与户主关系
潘惠芬（本人）、倪来仁（丈夫）、潘飞（儿子）、潘茶英（母亲）、陈柳青（儿媳）
陈月仙（父亲）、陈雅玲（母亲）、陈小佳（本人）、李飞飞（丈夫）、李沄庭（孙子）
鲍利军（本人）、瞿秀华（妻子）、鲍增豪（儿子）、俞素美（母亲）
倪凤根（本人）、俞茶娟（妻子）、倪林波（儿子）、倪宝兴（父亲）、袁小姑（母亲）、胡慧丽（儿媳）、倪宇辰（孙子）
倪国金（父亲）、王桂香（母亲）、倪创辉（本人）、张艳芬（妻子）、倪威（儿子）、许琪（儿媳）
朱雪美（本人）、朱建和（丈夫）、陆金莉（女儿）、陆柏芹（父亲）、倪云珍（母亲）、莫洪锋（女婿）
陆志安（本人）、陈仁娟（妻子）、陆佳恩（儿子）、徐佳英（儿媳）、陆歆语（孙女）、陆昕溢（孙子）
孙正高（本人）、倪雅琴（妻子）、孙仁淼（儿子）、孙张友（父亲）、王凤英（母亲）、倪慧婷（儿媳）
金锦虎（本人）、戴月花（妻子）、金小波（儿子）、徐娜妮（儿媳）、金淼焱（孙女）、金淼乐（孙子）
陈建土（本人）、景彩凤（妻子）、李兰英（母亲）、陈佳琳（女儿）
沈仁召（本人）、唐楚林（妻子）、沈吉（儿子），戴颖（儿媳）

备注
已婚未育，潘惠芬、倪来仁、潘茶英拆迁时货币安置，
初生可再育，已在云上澜苑提前安置140㎡
独生子女，鲍利军、瞿秀华拆迁时货币安置，
初生可再育，倪宝兴拆迁时货币安置，
倪创辉、张艳芬拆迁时货币安置，
已婚未育，陆柏芹拆迁时货币安置，
陆佳恩、徐佳英拆迁时货币安置，
已婚未育，孙张友拆迁时货币安置，已在云上澜苑提前安置90㎡
四类照顾,李兰英拆迁时货币安置
已婚未育

河庄街道新农村安置项目（云上学府）安置信息补充公示

河庄街道新农村安置项目（云上学府）安置户：
河庄街道新农村安置项目（云上学府）安置信息已于2021年8月27日公示。现因下列安置户的安置信息

发生变化，故予以补充公示。如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三日内向河庄街道拆迁安置指挥部反映。以个人名义
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联系电话：0571-56360332 0571-56360331（河庄街道拆迁安置指挥部）

联系地址：河庄街道原新围初中内（河庄街道拆迁安置指挥部）
特此公示！

河庄街道拆迁安置指挥部
2021年9月22日

为改善钱塘区交通道路通行情况，
根据年度计划安排，杭州钱塘新区交通
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将对所管辖的5条
交通道路进行路面大中修及局部维
修。工程计划从2021年9月20日开
始，预计在2021年 12月 31日完成。
具体实施线路如下：

1、江东大道（K16+604——K17+
200、K17+900——K20+580）

2、塘新线（K26 + 100——K29 +
000）

3、观十五线（K17+600——K20+
750）

4、左十四线（K30+618——K34+
580）

5、军八线（K0+000——K1+050）
6、河庄大道、江东大道、塘新线、左

十四线、信益线、红十五线、党农线等路
段局部修复。

届时需要进行半封闭施工，敬请过
往车辆减速行驶，并按照交通诱导牌通
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注意安全。
施工期间给您带来诸多不便敬请谅解。

杭州市钱塘区交通运输局
杭州市钱塘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2021年9月18日

公告

■记者 余梦梅 通讯员 伊芳明

“杭州某公司存放危险化学品
的仓库距离民房只有11.5米，虽未
实际发生生产、作业事故，该公司负
责人仍须负刑事责任。”9月16日，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了发生在
河庄街道的一起涉嫌危险作业罪
案件，被告人杨某龙犯危险作业罪，
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事情发生在2021年4月2日，
当时钱塘新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
某公司开展例行执法检查，当执法
人员打开仓库大门进行检查，里面
成箱摆放的危化品让执法人员震
惊，经检查，该公司仓库内存储有家
居木器漆2380公斤、家具漆1334
公斤等11类近7吨危险化学品。

接到线索后，民警高林峰迅
速赶赴现场调查，发现该仓库楼
下不仅有家具公司的加工车间和
仓库，还有存储着压缩气瓶的保
险箱厂，并且该厂区紧邻居民民
房，距离仅有十几米，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

随后，河庄派出所立即进行立
案侦查，高林峰当场责令该单位停
止违法行为，并依法将仓库内的油
漆、固化剂等物扣押至危化品专用
仓库。随后，将公司负责人杨某传
唤至所进行进一步调查。

经审查，上述油漆、加固剂等
均为杨某龙的公司所有。在民警
的讯问下，嫌疑人杨某龙交代公司
并未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

同时，民警对现场勘查时发
现，该仓库未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
警装置、通风设备等，不具备存放
危化品的安全条件，公司也未制定
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之后，嫌疑
人杨某龙因涉嫌危险作业罪被钱
塘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
四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
某龙未经依法批准，擅自从事危险
物品储存的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
活动，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其行为
已构成危险作业罪。

我区首例“危险作业罪”宣判

近7吨危险化学品靠近民房未发生事故负责人仍获刑

本报讯 9月17日下午，杭州
市数字社会多跨场景第二轮首场
路演，在钱塘区顺利举行。来自钱
塘区、拱墅区、建德市的5个场景，
围绕需求清单、场景清单、改革清
单“三张清单”，从老百姓的难点、
痛点、堵点出发，以老百姓关注的

“关键小事”为切入口，剖析场景需
求，进行场景演示，呈现场景改革
亮点。

智养钱塘是本次钱塘区路演
的唯一场景。智养钱塘关注我区
5.3万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居家安
养、医疗健康、生活服务等普遍性
需求，着手于高龄独居老人医药配
送、膳食服务、心理疏导等个性化
需求，形成“电话预约-服务代办-
上门服务”的闭环式康养服务。同
时，打通省市、区级部门间的数据
壁垒，建成“用户画像-一人一码-

政策触及”的点对点助养服务。此
外，我区江东、下沙片区老年人生
活习性差异大，区内基础设施布局
不均衡，智养钱塘实现“健康评估-
一人一床一码-实时监测”的全方
位乐养服务，打造我区“康养、助
养、乐养”一体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现场相关部门、专家学者、老
年群众代表对智养钱塘场景表示
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建
设性意见建议：在充分考虑钱塘
特色区域机制的情况下，要先扎
实做好线下服务，再进行线上数
字化改革。要进一步延伸服务范
围，简化老年人诉求表达方式，形
成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从而形
成最终的改革成果，让老年人在
钱塘区生活得更有安全感、幸福
感、获得感。

（沈逸柔 蒋燕利）

全市数字社会应用场景路演钱塘区专场顺利举行

江东天街开业适逢中
秋小假期首日，19日一早便
吸引了从钱塘及周边地区
前来的大量顾客。据悉，龙
湖杭州江东天街项目是龙
湖在全国的第57座天街商
场，也是在杭第5座天街，将
进一步满足江东片区居民
旺盛的消费需求，成为居民
休闲娱乐的又一好去处。

记者 方波 摄

“火热”天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