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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出行

距离信号灯太近，影响车辆通行

东吴宾馆前人行横道该不该取消
欢迎给本报官微后台留言

记者 姜炜 通讯员 王坤明

昨日上午，
多位网友向本报官方微信公众号（账号 fyrb63344556）反映：
恩波大道时代广场到富春新天地这段路，
人行横道设
置过多。有的人行横道几乎无人通行，
有的距离信号灯太近。尤其是恩波公园附近东吴宾馆前的人行道，
人流不断，
在恩波大道桂
花路口等完信号灯的车辆，
驾驶员几乎刚踩下油门，
立刻就要踩刹车，
严重影响通行效率。因此，
他们想请本报帮忙咨询交警部门，
能否酌情取消这类距离信号灯过近的人行横道。

人行道接近信号灯，
一脚油门后立刻要踩刹车
网友反映的这条人行横道，位于恩波大
道 58 号东吴宾馆前，长度大约 30 米。昨日上
午，记者前往该人行横道观察发现，从这里穿
行的路人，主要以从恩波社区邑祖庙弄区块
到恩波公园二期内休闲娱乐的老年人为主。
尽管该路段没有设置信号灯，但是过往车辆
发现人行横道上有人穿行时，绝大多数会停
车礼让。遇到车流量较大的时段，确实会引
起拥堵。
恩波大道是城区主干道之一，
北接彩虹快
速路西延，
南侧连接龙浦街、
桂花路、
江滨西大

道等多处主干道，
车流量庞大。而东吴宾馆前
的人行横道，
距离最近的恩波大道桂花路口信
号灯约 110 米，离北侧龙浦街路口信号灯约
200 米。记者实地初步测量，通过这条东西向
的人行横道，
青年人快速穿行需要走 26 步，
耗
时 13 秒左右；
老年人正常速度穿行需要 38 步，
平均耗时 23 秒左右。同时，由于恩波公园二
期是中老年人聚会的重要场所之一，
这段人行
横道上行人不断。
网友“微风之城 CN”说：
“从恩波大道桂
花路口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路口信号灯变

绿后，驾驶员踩一脚油门，两三秒就能到达东
吴宾馆路段，几乎立刻又要踩刹车停下。从
龙浦街信号灯口起步，开个六七秒后也要踩
刹车，通行效率很低。我观察过，从这里通行
的大多是外出休闲的老年人，不用赶时间，所
以完全可以从恩波大道桂花路口的人行横道
穿行。这样，一方面绕的路不远，比起东吴宾
馆前没有信号灯，而且行人、机动车、电动车
交叉穿行的路况，从有信号灯约束的人行横
道穿行肯定更安全；另一方面，也能提高机动
车通行效率，
缓解城市拥堵。”
东吴宾馆前人行横道

最近的绕行线路是从桂花路口人行横道到恩波公园
从邑祖庙弄区块前往恩波公园二期方向
的行人，若不走恩波大道 58 号前的人行横
道，最近的绕行线路只有桂花路口的人行横
道一条。
从 此 处 人 行 横 道 东 侧 出 发 ，需 要 走 30

步，通过有信号灯控制的路段，来到马路中间
的一块绿化带待行区，而后再向前直行 8 步，
通过一小段没有信号灯控制的弯道路段，进
入公园外围的步行道，向前走不到 50 米，就
有路口可以进入公园。

记者测量后发现，从桂花路口人行横道
东侧进入马路中间的绿化带待行区，青年人
以正常步行速度通过，平均耗时 18 秒，老年
人慢速步行通过，平均耗时 28 秒，而此处直
行绿灯时间为 30 秒，
正常情况下是足够的。

离信号灯过近的人行横道要不要取消，邀你说一说
类似恩波大道 58 号附近路段这样的，与
路口信号灯距离较近的人行横道，到底该不
该取消？针对这一问题，昨日，记者随机采访
了恩波公园二期附近的多位市民，大家纷纷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市民陈先生投了赞成票，他说：
“ 主干道
上车流量本身就大，信号灯时间设置也相对
较长，人行横道设置过多、距离信号灯路口过
近，会对通行效率产生不小的影响，遇到早晚
高峰，堵车等情况经常发生。另外，频繁地一
脚油门一脚刹车，车子也容易耗油，增加了二
氧化碳排放。”
市民沈先生也持支持态度：
“我开车上下
班经常经过东吴宾馆前的这段人行横道，说
实话让个行人耗点时间倒是无所谓，怕的是
这个地方除了行人外，还有很多电动车、三轮
车穿行。有的电动车驾驶员斜着穿越马路，
要么过马路时根本不注意观察就快速穿过
去，很危险。还有，人行横道两侧不到 50 米

处就是公交车站台，高大的公交车身容易给
并排行驶的小轿车造成视线盲区，存在安全
隐患。上周有一次我下班，由北向南开到这
里的时候，看到前面有辆黑色保时捷 SUV 开
得很快。快到人行道的时候，右边一辆公交
车停下来礼让老人，保时捷驾驶员可能没看
到人，几乎贴着老人面前开了过去，把人吓得
不轻。”
74 岁的市民程大伯表示反对：
“这一区块
的居民大多是老年人，而且老年人身体素质
差、行动迟缓，应该适当予以照顾。取消东吴
宾馆前的人行道，变成从桂花路口绕行，来回
多出不少路，很不方便。桂花路口路面又宽，
一些腿脚不好的老人，一个绿灯的时间说不
定还走不过去。”
71 岁的市民冯大伯说：
“ 现在是‘快行社
会’了，车子多。这条人行道平时经常有人来
回穿行，真要一一让行，也让不好。有时候我
过马路，一排车子停下来给我一个人让行，我

心里也蛮不好意思的。但是附近老人确实
多，是否可以考虑建个天桥，行人不用绕行，
也不妨碍车子通行。
”
随后，记者就网友和路人的几点疑问咨
询了交警部门。富阳交警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城区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交通压
力也在不断加大，对道路交通环境的优化设
计要求不断提高。根据目前城市道路规划设
计条例的规定，城市主干道斑马线之间的距
离应不低于 250 米。是否划设和取消斑马
线，还要考虑对各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和便利
是否有帮助，以及对交通流量畅通是否有提
升等因素。交警部门会认真考虑各方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道路勘查工作，优
化道路标识标线设计。
对于东吴宾馆前的人行横道是否应该取
消这一问题，欢迎广大市民给本报官方微信
公众号后台留言，
建言献策。

关于建设富阳区智慧停车项目—东吴公园
地面停车场改建工程的公告
广大市民：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解决停车难问
题，改善交通状况，保障城市交通协调发展，根据《杭州
市富阳区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公共停车场（库）实施意见
（试行）》
（富政办【2019】34 号）文件规定，杭州富阳城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准备在东吴公园入口东侧拟建
收费型停车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单位：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二、建设项目名称：富阳区智慧停车项目-东吴公
园地面停车场改建工程
三、建设项目位置：富阳区-富阳区东吴公园入口

东侧（如下图所示）
四、建设用地范围：
2.145 亩
五、使用性质：
临时公共收费型停车场
六、停车场(库)类型（平面、升降横移式）：平面
七、停车场规模：
拟建 45 个泊车位
八、开放时间：
24 小时对外开放
九、交通组织为：
江滨西大道单侧出入口
十、区城投集团电话：
63369537
区住建局电话：
63102858
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6 日

关于建设富阳区智慧停车项目—盛邦肥牛门口
地面停车场改建工程的公告
广大市民：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解决停车难
问题，改善交通状况，保障城市交通协调发展，根据
《杭州市富阳区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公共停车场（库）
实施意见（试行）》
（富政办【2019】34 号）文件规定，
杭州富阳城市建设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准 备 在 盛 邦
肥 牛 门 口 拟 建 收 费 型 临 时 停 车场，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建设单位：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二、建设项目名称：富阳区智慧停车项目-盛邦肥
牛门口地面停车场改建工程
三、建设项目位置：富阳区-孙权路与苋浦西路交

叉口（如下图所示）
四、建设用地范围：
5.325 亩
五、使用性质：
临时公共收费型停车场
六、停车场(库)类型（平面、升降横移式）：平面
七、停车场规模：
拟建 116 个泊车位
八、开放时间：
24 小时对外开放
九、交通组织为：分设两个出入口，停车场南面为
单向入口，
停车场西面为单向出口。
十、区城投集团电话：
63369537
区住建局电话：
63102858
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26 日

车辆停下来礼让行人

恩波大道桂花路口人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