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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洪文（区住建局下属园管局支部书记、
杭州富阳市政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要事迹：赵洪文主要负责我区新增 1000
个停车泊位的管理工作。从2012年接手这项工
作以来，他创新思路，敢于破解难题，采取一系
列有效措施开展停车泊位改造，包括利用城区
闲置土地进行停车泊位建设，结合背街小巷整
治、封闭式小区改造增加车位，并建设立体停车
库等。截至目前，由区住建局（园管局）牵头累
计新增停车泊位 6293 个，城区停车难问题得到
有效缓解。

2.李亚军（区住建局下属路灯管理所副书记）
主要事迹：李亚军主要负责我区新能源汽

车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及管理工作。他努力钻
研相关政策，积极与各公共停车场产权方及新
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方进行联系、协调。
2016 年至今，富阳通过改造已累计安装新能源
汽车充电枪200余把，切实解决了富阳广大新能
源汽车车主充电难的问题。

3.汪飞（区城市管理局城西中队副中队长）
主要事迹：城西区块停车混乱问题日益凸

显，居民反应强烈。汪飞经过实地踏勘、走访调
查，提出在人行道划分停车位的方式，缓解市民
停车难的问题。同时，城管队员加大巡查力度，
引导市民文明停车，对不听劝导依旧在人行道
乱停车的车辆予以处罚，用执法手段确保道路
通畅。

4.洪剑锋（区城市管理局城东中队中队长）
主要事迹：老城区道路较窄，学校商场多，

常有道路拥堵现象出现。洪剑锋在日常管理中
特别注重交通拥堵问题，加强城市静态停车管
理，创新管理模式，如取消幸福路、邑祖庙弄自
产自销点，解决摊点占道、车堵路难走、“脏乱
差”等问题；联合市政部门为车位配备不足的路
段统一划定车位超过200个，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

5.朱晓明（民警）
主要事迹：在我区的各项交通治堵工作中，

朱晓明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特别是在轨道交通
工程建设、杭黄铁路站点工程、市政综合管廊工
程建设等重点工程建设中，他主动介入到与交通
组织相关的各项工作中，对图纸审核严谨细致，
现场踏勘身体力行，从各个环节着手，对施工期

间的交通组织方案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

6.金峰（民警）
主要事迹：自参加工作以来，金峰全身心投

入工作，屯警路面，加强管控，积极参与完成各
项具体任务。2017 年，金峰在自己辖区范围内
确定了违法现象严重的富春街作为严管道路，
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管理，现已基本无违法停
车现象；确定辖区内的环山路为民生管理整改
道路，研究合理优化道路措施并实施，得到社
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7.陆晓军（区交通集团下属公交公司党委书记）
主要事迹：今年以来，区交通集团紧紧围绕

“统筹协调、加强监督、提高标杆”的要求，全面实
施规划、建设、管理“三位一体”综合治理措施，加
快推进公交优先治堵工作。包括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公共交通网络，加大公交、信息化投
入，对二期公共自行车进行再升级等工作。

8.陆应淼（区城建集团工作人员）
主要事迹：陆应淼独立现场管理横凉亭路

综合改造工程（五号渠—二环路）的项目建设。
他通过倒排施工进度，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和交
通组织，及时解决施工难点。5 月 30 日道路双
向 6 车道贯通，6 月 30 日全线完工，比年初计划
提前5个月，提前打通城区南北交通瓶颈，让富
阳西大门告别“卡脖”历史。

9.徐建明（区镇治办工作人员）
主要事迹：徐建明于今年5月从区公安分局

抽调“三美”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工作。
他主动与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联系，在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中积极部署“建队伍，强科技”工
作，全面落实各乡镇（街道）“两站两员”建设，努
力推动小城镇道路交通常态长效管理。

10.叶立伟（区交通局运管处客运科副科长）
主要事迹：叶立伟主要协助领导做好我区

道路运输客运市场的管理。他严格要求自己，
积极主动学习业务知识，努力保障富阳百姓安
全、舒适、便捷出行。在 2017 年春运工作中，叶
立伟被评为 2017 年度春运工作先进个人。今
年，他参与配合《富阳区城乡公交一体化规划方
案》的编制工作以及公交一体化工作，加班加
点，兢兢业业，为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推进打下
坚实基础。

2017年富阳交通治堵工作
五个“十佳”评选结果出炉

记者 李宇雯通讯员 孙鹏

经过为期三天的投票以及专家团的最终评审，2017年富阳交通治堵工作五个“十佳”评选结果终于出炉。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全城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今年是治堵的重要节点，我区就缓解当前城市交通拥堵、出行难

等问题，发动市民献计献策。12月5日，我区启动2017年富阳交通治堵工作五个“十佳”申报和评选活动，广征路网建

设、停车场建设管理、交通管理、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公交运行、科学规划、交通素质教育等方面的治堵良策。

“征集令”一发出，就得到了广大热心市民与网民的积极响应和参与。短短一周时间，主办方收到了百余条“金点

子”及治堵志愿者、能人、小天使的推荐。尤其是制度措施，每条质量都较高，许多市民甚至图文并茂，专门发来了信函。

经过梳理，15个十佳治堵措施（方案）、13位十佳治堵能人、12位十佳文明交通志愿者、17位十佳文明交通天使进

入候选名单，并于12月13日起开始投票。（注：因“治堵措施”“治堵方案”有雷同性，故将两者合二为一）

投票阶段，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三天时间投票人次超过30万。12月15日，投票结束。

之后，区治堵办（区住建局）又邀请交通行业资深专家，对公众投票评选出来的项目、人员进行最终评审。“专家评审

充分考虑了候选人的经历、能力等因素，最终确定了三十位获奖者及10个治堵措施（方案）。”区治堵办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阶段，区治堵办（区住建局）将会对获奖团体和个人进行表彰。

1.王洋
主要事迹：王洋积极参与城乡“啄木鸟”工

作，及时反映僵尸车、路牌错误等问题，为富阳
城市建设、缓解交通拥堵作出一定贡献。

2.许 峰
主要事迹：许峰是迈拓志愿者服务中心的

一名志愿者，他积极参与交通法规培训和交通
手势训练，努力让自己成为专业的交通志愿
者。2015年10月，在他策划下成立了迈拓志愿
服务中心“文明交通大手牵小手志愿者服务
队”，定期在交通路口协助执勤，并在学校门口、
辖区主要街道、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进行文明
劝导，使辖区内公共秩序有了较大改观。

3.许强
主要事迹：每周末在富阳东方茂购物广场

前的交通环岛处人行道前，总有一对父子，头戴
小红帽，手举引导牌，进行交通文明劝导工作。
这对父子便是场口镇小的许强老师和他8岁的
儿子。他们自行设计并购买服装和引导牌，取
名“文明交通父子岗”。父子俩利用周末的休息
时间，每次值岗1小时，将“文明交通”的理念播
撒到每位行人心中。值岗一年，风雨无阻，无数
路人为父子俩点赞。

4.夏玉群
主要事迹：夏玉群，春暖公益团队骨干，每星

期风雨无阻带队参加斑马线文明劝导工作。平
时，还在老家洞桥镇为当地的妇女姐妹解决一些
实实在在的问题，传授技术，宣传交通法规，几年
下来得到了百姓的肯定和乡亲们的点赞。

5.吴浩斌
主要事迹：吴浩斌于 2011 年 9 月加入由富

春中学团委组织领导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六年
来，他积极组织参与“文明交通”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带头遵守交通规章制度，不断加强行车安
全意识并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同
时组织志愿服务队伍，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加大安全、文明、低碳出行观念的宣传力度，将

“文明交通”的理念播撒到更多人的心中。

6.包建华
主要事迹：自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伊始，新

桐乡创新打造城乡“啄木鸟”监督机制，包建华
便是其中的热心分子，并担任小城镇义务环境
监督员。以他为首的“啄木鸟”们对集镇秩序、
环境卫生、房前屋后乱堆乱放、水体污染、庭院
绿化等存在的问题“找茬”，同时还对集镇交通
进行不文明“抓拍”，共反映环境整治问题线索
45条，抓拍交通不文明现象37起。

7.凌祖良
主要事迹：凌祖良是一名退休老干部，热衷

公益事业，在常安镇环境综合整治中积极发挥余
热，担任城乡“啄木鸟”，并担任民间路长一职。
作为交通志愿者的他，积极开展交通协勤和交通
安全宣传志愿者活动，引导乘客们有序上下车，
督导和规劝电动车驾驶员规范有序行驶。

8.何晓军
主要事迹：何晓军一手创立文明出行志愿

小组、文明出行骑行宣传队，保证月均一次骑行
宣传活动。同时他积极推动富阳各争创文明单
位的文明出行骑行宣传队成立，促使骑行宣传
成为文明出行宣传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他还
积极参与斑马线礼让行人劝阻活动，帮助机动
车司机树立斑马线礼让行人意识，劝导行人养
成过马路走斑马线的习惯。

9.唐金桥
主要事迹：唐金桥，一名交通安全宣传和实践

者，35年驾龄，是城市“啄木鸟”行动队一员。他多
次参加交通值勤志愿者活动和僵尸车围剿行动，
并向交通主管部门反映三根桥、江滨南大道的交
通问题。

10.汪宵阳
主要事迹：汪宵阳向有关部门提出《把解决

“停车难”作为城市治堵治乱之首》、充分利用闲
置土地建设临时停车场等十余条缓解交通拥堵
的建议。同时，作为城市“啄木鸟”的一员，及时
反映巡视过程中发生的道路设施、井盖破损等
问题，并多次现场蹲守举报富春江第一大挢大
货车晚间闯禁严重的情况。

1.区交通集团：优化公交线网，破解“行路
难”。2017年，先后开辟4条公交线路，开通4条
定制公交专线，优化调整公交线路9条以上。

2.区城建集团：多措并举，狠抓落实，全力
推进治堵项目建设工作。

3.区交通集团：公共自行车二期投入运
营，新增银湖板块、金融小镇、东吴公园景观二
期和江南景观区等投放网点。

4.区文明办：启动“礼让斑马线、文明过马
路”专项行动。相继开展出租车礼让整治、“礼
让斑马线”示范街、公务车礼让整治及行人文明
过马路倡导行动。

5.富阳规划分局：启动《达夫路精品街区有
机更新与综合提升方案设计》，全面梳理达夫路
精品街区项目存在的交通问题，提出对达夫路
进行交通管控、优化道路断面等问题，并通过取
消路面停车，充分挖掘空间增设停车位，缓解停
车难问题。

6.区城管局：从“问计于民、充分调查、实地
走访、分类处置、分层劝导、持续巡逻”六个方面
着手，探索出一条法理兼备的摊点管理新模式，
缓解“马路菜场”造成道路拥堵问题。

7.区城建集团：提前谋划、统筹协调，充分
论证、积极调研，合理安排年度道路实施计划。
2017 年计划完成三条断头路，2018 年计划完成
五条断头路。

8.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办公室、区住建
局：成立城乡“啄木鸟”队伍，一方面寻找城市树
干的“占位虫”，为城市清血管；另一方面，充分
发挥“啄木鸟”力量，挖掘城市空隙，合理开辟
临时服务性停车场。

9.区交通局：深化实施路（街）长制，治堵工
作向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延伸。

10.区交警大队：开展高违法车辆查处集中
统一行动。行动从 5 月 10 日开始至 7 月 10 日
结束，为期两个月，共五轮，每轮分六个波次。

1.罗书恒（富阳区富春第三小学）
主要事迹：罗书恒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注意

上学放学时的安全，还会经常提醒和影响身边
的同学甚至长辈。假期里，他参加了“文明劝导
岗”的社会实践活动。

2.舒镁灵（富阳区场口镇中学）
主要事迹：舒镁灵曾与鹿山巡警交通队参

与交通疏散秩序活动。在学校，她经常协助老
师在校门口疏导交通，提醒同学们走人行道，让
同学们注意安全。

3.张岚英（富春春蕾小学）
主要事迹：张岚英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还常

常在班级里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放学后张岚英
就到学校门口协助保安叔叔维护秩序，看到低年
级的同学横穿马路就会上前带领他们走人行道。

4.何璐茜（常安镇中心小学）
主要事迹：何璐茜是学校“大鼻子校车”的

车队长。每天上下学，她都会第一个上车，站在
司机旁边，提醒小朋友们上车小心，并督促他们
系安全带。在平时的生活中，她自觉遵守交通
规则，并积极向同学们宣传交通知识。

5.陈铭雨（富阳区永兴中学）
主要事迹：陈铭雨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多次

参与文明劝导行动。

6.陈彦宁（富春大青小学）
主要事迹：节假日，陈彦宁会积极到富阳的

各个拥堵路口进行文明劝导。平常出门，她会
选择最合适的交通工具出行，并积极鼓励身边
的人文明出行。

7.徐艺涵(富春第二实验小学)
主要事迹：徐艺涵多次组织小伙伴、家人、

邻居前往红绿灯路口劝导行人文明过马路，还
自己设计了手举牌、红马甲。她还是一个公益
小使者，多次参加环境大提升活动。

8.何嘉轩（富阳区永兴小学）
主要事迹：何嘉轩是一名小小交通劝导员，

今年暑假，何嘉轩全家以家庭志愿者的身份参
加了交通劝导工作。

9.孙乐垚（富阳二中）
主要事迹：孙乐垚是班内的团支部书记，平

时遵守交通规则，时常提醒身边的人遵守交通
规则，做文明行路人。

10.金涵雨（富阳区永兴小学）
主要事迹：近三年，金涵雨多次参加文明交

通的宣传与实践活动，如“小小交通员”活动，并
进社区进行交通治堵与交通文明宣传活动，还
加入公益团队参加“橙丝带”行动。

十佳文明交通志愿者

漫画 王怀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