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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街这停车信息屏 为何几天没变动?
系统正在调试 预计三四月份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何思涵）1 月 12 日，市
民黄先生向市民援助中心本报值班室
82374110 致电，称在市区八一南街和
宾虹路交叉口建成的显示附近停车位的
电 子 信息 屏，似乎并没 有正常投入 使
用。他经过路口多次，发现显示屏虽然
正常显示着红绿色的数据，但数字始终
为
“88”
“77”
“66”
，丝毫没有变化。
“究竟是屏幕坏了还是未投入运
行？”
黄先生有些疑惑。

停车诱导信息屏
数据显示却毫无变动
昨天，记者前往实地进行了探访。
发现确如黄先生所说，位于八一南街和
宾虹路交叉口东侧的这块停车诱导信息
屏虽然亮着，也显示了附近几个对应的
停 车 场，但剩 余停车位 数字依然 标着
“88”
“77”
“66”
，像是随手输入的一样。
“停车位数据本来应该是实时显示
的，方便市民停车，可现在这样，很容易

误导车主。”
附近过往车主说。
去年 9 月，市区江南设立了第一批
停车诱导信息屏，分布在双龙南街、李渔
路、宾虹路等主要路口。
所谓的停车诱导信息屏，就是通过
泊位信息采集设备在停车场的各出入口
实时检测进出车辆，采集停车场车位变
化数据。然后通过电子显示屏内的无线
网卡将数据传到云后台，这样数据就能
实时显示在电子屏上。
之后，只要市民通过道路诱导屏就
能准确了解这一街区的停车泊位情况，
不必再担心因停车难而引发的停车场周
边道路拥堵的问题。
“这块电子信息屏正处在闹市区中
心，来往车流量很大，
显示内容肯定受不
少眼睛注视着。既然电子屏开着，为什
么不实时传输信息呢？”黄先生很不解。

系统仍在进行对接
预计三四月份
正式实现
“城市智慧停车”

是硬件问题还是未投入使用？市区
其他停车诱导信息屏是否存在类似情
况？负责该智慧停车项目的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综合执法三处处长诸葛军告诉记
者，
由于任务量较大，
目前负责该设备安
装的浙江信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仍在进
行相关停车场的对接采集工作，所以市
区这些停车诱导信息屏还未完成验收，
并没有正式投入使用，屏幕上的数据也
只能提供一个参考。
据 悉 ，整 个 智 慧 停 车 系 统 需 要 事
先在市区绝大部分的停车场安装停车
诱 导 系 统 ，以 采 集 统 计 停 车 位 信 息 。
前期停车位的静态信息比较容易采
集，但后期 实现动态 信 息采集 涉及 数
据的对接、传输等多项技术工作，需要
花费较大精力。
“以目前的工作进程看，
至少要等到
今年三四月份才能正式投入使用。
”
诸葛
军说。

医务人员进学校指导流感预防工作
1 月 11 日，浦江县黄宅中心卫
生院针对目前流感监测数据分析，
对于 15 岁以下儿童流感多发的实
际情况，制定了医务力量下沉前移
的方案，该院院长带领医疗小组来
到地处浦江东部山区的治平中心小
学指导流感预防工作。
在现场，医生告诫同学们要讲
究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特别是要
勤洗手，以确保切断传播途径。医
务人员还对通风方式进行现场示
范，
上课时窗户不要开得太大，
避免
因风力太大导致室温过低使学生受
冻而引发感冒。
据悉，该校已经根据卫生院的
建议，立即购置了移动紫外线消毒
灯，
对教室进行定期轮流消毒，
为每
个班发放医用消毒洗手液，全力做
好流感预防工作。
沈建中 吴彰义 摄

社区垃圾分类
妇女撑起半边天
本报讯（记者吴彰义 通讯员蔡璐）
怎么做好垃圾分类，家庭主妇是必不可
少的一环。记者昨天在市区明月楼社区
走访时了解到，
去年以来，
社区积极引导
和带领广大家庭成员从自身做起，从生
活垃圾源头分类起步，不断提高各类妇
女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水平，妇女撑起了
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半边天”
。
社区内的一些楼院内虽设有几只垃
圾分类桶，
但为了省时省事，
有居民只将
纸箱、玻璃瓶等放入可回收垃圾箱，
其他
的都一股脑地扔在不可回收桶内。针对
这种顽疾，明月楼社区妇联组织志愿者
们上门入户宣传，给居民介绍垃圾分类
的分法和益处。
50 多岁的张晓红是社区巾帼志愿
队伍中的一员。她住在兰溪门 8 号楼，
在她的带动下，不少邻居积极参与垃圾
分类工作。默相苑的居民刘璐 40 来岁，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宣传，她在自己居住
的小区内发放垃圾分类宣传资料，引发
不少居民“保护环境从自身做起”的共
鸣。
据了解，明月社区巾帼志愿队伍有
40 多名队员，她们奋战在垃圾分类宣传
的第一线上，
发挥着积极作用。
为了提高垃圾分类质量，明月楼社
区分层次、分类别、多渠道、多形式地为
巾帼志愿者、居民开展教育培训工作，
发
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通过各种活动进
行宣传，
唤起居民公众意识。
“垃圾分类需要长期坚持，宣传、检
查不能断。”社区工作人员说，志愿者与
社区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将垃圾分类的
习惯如钉子般一颗颗“钉”入居民心中，
使社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到实践垃圾分
类的行动中来。

慰问残疾人

继母养她长大 回报社会热心敬老
本报讯（记者吴彰义 通讯员郭卸
妹）昨天，说起家住兰溪市兰江街道兰荫
社区朝霞村 22 幢的水小萍，兰荫社区书
记唐金洪对她评赞：
“热心、诚实，
对社区
公益事，积极关心，支持的德优人品好居
民。”
10 多年前，水小萍从浙铝公司下岗
失业后做起了导游，带大家到各地农家
乐玩，职业道德很受居民肯定。
邻里王大妈说：
“小萍诚实、大方，
每
次带领邻里外出观光，都会关心大家安
全，带上药。”
去年暑期，邻居家的孩子们被组织
起来去上海外滩游玩，由于当天中午上
海下大雨，外滩去不了，临时换地点玩，

回家后她就把游外滩的 2000 元钱全部
退给每位家长。
此前，兰溪兰湖度假村开放，
水小萍
及时在邻里宣传，引导大家去兰湖处休
闲观光玩。邻里章大叔、宋大妈的钱不
够，水小萍就为他们买了全年免费门票，
还抽时间特地陪他们。
水小萍今年 45 岁，为人热心，积极
配合社区工作。每年社区志愿者上门收
取卫生费，有的时候隔壁王大妈不在家，
收卫生费的章大妈敲门，水小萍都会替
王大妈垫交卫生费。
从去年至今年，水小萍自掏腰包印
刷了几千本台历，送给六个社区孤寡独
居老人。社区里每年举行关爱活动，她

都会买礼物送给困难户、为残疾人捐钱
捐物。
由于水小萍做人诚实、热情、肯帮助
人，去年社区选举居民一致推荐她为兰
溪市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初次选举候选
人。她说：
“ 虽然没选上我也不灰心，因
为能被推荐为候选人，
是大家信任我，
是
光荣的，
以后我照样为社区居民服务，
当
好志愿者。
”
水小萍还是一位善良有孝心的好女
儿，她从小由继母带大成人，继母 90 岁,
住在兰溪水亭，
她无论工作多忙，
周末都
会买点好吃的去继母家。她每次去都会
帮继母洗澡，
换洗衣服。

昨天上午，婺城区城北街道站前社
区对辖区内困难残疾人进行暖心慰问。
社区书记陈燕和主任施巧妙为困难残疾
人送上棉被、米和油，对他们家庭的生
活、
工作情况进行了解，
同时转达了党和
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慰问。
吴彰义 陈婷 摄

公 告
尊敬的小灵通用户：
从 2014 年 10 月至今， 我公司已持续为
小灵通用户提供服务升级工作 (小灵通转手
机、小灵通转固话)。现将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
起终止小灵通服务升级， 如需升级请在 2018
年 2 月 15 日前持机主有效证件到指定 （中
心）营业厅办理，详情请拨打 10000 咨询。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
2018年 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