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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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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住在仙游”
成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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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亿元，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依托市水务投资集团
平台，将新建 5 个水厂，扩建 1 个水厂，收购 4 个民营水厂，
铺设主管网 800 公里，实施供水全覆盖工程、农村“一户一
表、远程服务”改造工程、旧住宅小区二次供水改造工程，让
城乡老百姓共享同质同价同服务的优质饮用水。

—仙游县大力推进宜居城乡建设打造山水文化名城
——
□本报记者

朱建婷

通讯员

张力

文/图

仙游县持续开展城乡规划建设管
理提升年活动，城乡建设高歌猛进，城
市框架不断拉开，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生态环境更加宜居。今年，围绕建设
“大城关”战略，仙游将持续推进“一溪
两岸主城区”东拓南进北扩西延，计划
安排城建项目 240 个，年度计划投资
178 亿元，全力打造产城融合、景城共
生、主客共享的山水文化名城。
从充满岁月记忆的八二五大街到洋溢现代气息的天博
城市广场；从兰溪公园到景色宜人的木兰溪防洪景观带、客
山妈祖公园、大蜚山森林公园……如今的仙游，正以公园、高
楼、剧院、商业街等现代化元素不断刷新城市颜值，生态美丽
仙游正迸发无限魅力。
近年来，仙游围绕“一城四带”总体框架，以创建“国家卫
生县城”
“省级文明县城”目标，持续开展城乡规划建设管理
提升年活动，坚持新区开发与旧城改造并进，城乡建设高歌
猛进，
城市框架不断拉开，城市功能日趋完善，生态环境更加
美丽仙游，城在园中。
宜居。今年，围绕建设“大城关”战略，仙游将持续推进“一溪
两岸主城区”东拓南进北扩西延，计划安排城建项目 240 个， 速出入口连接线及互通匝道拓宽工程加快建设，多条南北方 工现场，工人们正抓紧施工，拔地而起的高楼，预示着一
个文化新地标即将崛起。
向的断头路也已通车，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道路将城区面积从
年度计划投资 178 亿元，全力打造产城融合、景城共生、主客
作为便民、惠民、利民的文化设施，六馆分别是合称“东
几年前的 39 平方公里扩大至 120 平方公里。
共享的山水文化名城，让“住在仙游”成为更多人的向往。
焕然一新的道路面貌，持续打通的“断头路”，不仅拉大 三馆”的县档案馆、科技馆、美术馆，以及合称“西三馆”的文
完善路网 拉伸框架
了框架，也提高通行效率，缓解交通拥堵，极大地改善了城区 化馆、图书馆、博物馆。该项目总投资 4.54 亿元，今年计划投
资 2.2 亿元，总建筑面积 6.3 万平方米。建成后将与不远处的
居民的出行环境。
持续改善人 客山妈祖公园、大蜚山交相辉映，补齐当地文化事业发展的
今年，
围绕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与功能，
驱车从莆永高速仙游城区往仙兴路方向，平坦宽敞的双
北三环东段，建成北二环
短板，丰富、提升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
居环境，
仙游将建设东二环、西二环、
向 8 车道，交通标识清晰，两旁是绿意葱葱的绿化树。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功能品位，近年来，仙游坚
东一环北段、
南一环西段等一、二环间连接线，打通东大
虽然只有短短的 906 米，但仙兴路的修建意义重大，将 西段、
推进城区向二环、
三环拓展。
持扩容提质并重，统筹考虑推动城市绿化、市政等基础设施
党校北路等断头路，
通过金凤桥与紫檀街相连接，可缩短高速出口、仙港大道出 路南北段、
建设，加快海绵城市建设，完善城市供水、供气、排水排污、绿
此外，针对近年来仙游县中心城区出现“行车难、乘车
口至榜头的距离，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格局。
对于市民来说，城市变化让他们感受最深的莫过于道 难、停车难”问题，仙游还提出近期实施中心城区交通提升综 道、慢道等设施。并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化城市交通堵点
路。家住仙兴路附近的鲤南镇下楼村村民郭玉满告诉记者， 合改善五个“三”工程、共 15 个项目，打造 3 条关键道路一条 治理，推行城区保洁“1+N”模式，抓好“数字城管”平台运行
家旁边就有一条这样靓丽平坦的道路，不仅出行方便，而且 精品示范路，一条法治样板街，一条南北大动脉。并着力提升 和功能整合，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通过特色小镇建设，加快基础设施提升，持续挖掘仙
八二五大街，缓解交通瓶颈，打造交通性主干道；贯通迎勋
也告别了泥泞不堪的泥路。
“道路宽了，绿化多了，出行方便了。”这是仙游人对近年 街，构建第二条南北通道，分流八二五大街，让市民尽情享受 作文化、山水文化、民俗文化、九仙祈梦文化习俗、戏曲
文化等历史文脉，改善城区公共服务和镇乡生活环境；位
越来越通达便捷的交通出行。
来城市道路建设巨变的切身体会。
于城区东一环路与北二环路交接处的县第一医院，建成后
近年来，仙游县坚持以路网建设为重点，加快城区“一溪
补齐短板 提升品位
将大大改善市民的就医环境；县体育中心、永鸿大剧院等
两岸”开发，以路网建设不断拉大城市框架中心，北三环中
文体设施项目的落成，有效地完善了城市功能。
段、八二五北段、西一环北段、学府路延伸段实现通车，一环
此外，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仙游还计划投资
连日来，在仙游鲤城街道北部片区的“文教六馆”施
路完成闭合。园滨路“白改黑”实现通车，仙兴路竣工，城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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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项水利工程 留一处美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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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筱塘小谈

在全市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治
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之际，
iaotangxiaotan
从市水利局传来消息，今年
我市计划投资 37.57 亿元,全力推进 39 个美丽莆田水利项
目建设。兴修水利，润泽民生。建设水利，既要经济效应，也
要生态美丽。
水利兴邦，泽惠民生。建设水利工程是全面建设小康

L 雷话题

eihuati

买房车陪读
出校门就到“家”
温州一家长神操作引热议
这段时间，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门口的一辆房
车引起不少市民关注。这辆房车每周一至周五都停在
校门口对面的泊位上，周五下午才开走，周日晚上或者
周一一早又会出现。
“听说是一名学生家长为方便照顾孩子，特意开过
来停靠在这里的，平时吃住都在车上。”市民刘先生说，
白天房车车门紧闭，
直到下午三四点才有人过来。随后，
在学校门口的车位上，
记者看到在一辆蓝白相间的房车
内，一名女孩正在安静地写作业，一名年轻女子在一旁
辅导。车内厨房，
一名中年妇女正挥舞锅铲做晚饭。
记者发现，房车内部虽然不大，但“五脏俱全”，里
面有厨房、卫生间、小客厅、卧室，还配备了洗衣机、冰
箱等家用电器。女孩的母亲吴女士透露，为给孩子一个
好的教育环境，几年前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上学。由于
家距离学校远，孩子每天早晨 6 点左右就要起床，每天
睡眠时间不足 8 小时。一家人为接送孩子搞得心力交
悴，
孩子睡眠时间也得不到保障。
去年底，小朱提议买辆房车，起初朱爸爸并未上
心，后来见孩子多次念叨，便于年初花 50 多万元购入
房车。“这样孩子不用来回赶路，晚上又可以吃上我们
自己做的饭菜。”孩子奶奶说。
据温州商报

C 草根俱乐部

aogenjulebu

高威弹簧：不如学校附近直接买套房。
杨：车里的甲醛这么高，在里面睡觉，对孩子身体
不好吧。
嘴要软心要恨：我家邻居就买个房车带着老婆孩
子走哪睡哪。

UAIPING

社会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推动木兰溪全
流域系统治理，建设木兰溪防洪工程，实现“变害为利，
造福人民”的目标。当前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借鉴木兰溪治理的历史经验，
进一步推进治水兴水，努力建设美丽莆田，使之成为美丽
中国的生动范本。
过去水利工程一般以实用为主，水泥防洪堤、光秃秃
的大坝，和“美丽”不沾边。当前要转变观念，提升“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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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水利生态景观工程”，力求建一处水利工程，留一处
美丽景观，既保障防洪安全，又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千年古
堰木兰陂获评全国“十大最美水工程”称号，为水利工程建
设树立典范。今后，要借鉴这一经验做法，把绿色发展理念
贯穿水利项目建设，结合美丽莆田建设和生态保护要求，
让水利建设配套绿化工程“生态化”，让周边设施“景观
化”，使新建的水利项目不仅“好用”，而且“好看”，实现生
态经济效益“双丰收”。
黄凌燕

向 任 性 停 车 说“ 不 ”

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
展，我市的汽车保有量也在不
ietanxiangyi
断攀升，停车难的问题日益凸
显，一些热闹繁华的路段停车位紧张，于是就有驾驶人贪
图方便，把车乱停乱靠，不仅妨碍他人安全通行，干扰城
市正常交通秩序，而且影响市容环境和城市文明。
基于此，有必要对乱停乱靠行为给予重拳整治，交警
部门除了定时进行集中整治外，执勤交警也要加强日常
巡查和不定时巡查，持续形成严查、严管、严罚的高压态
势。一旦发现非停车位乱停乱靠的，执勤民警及时提醒、
劝导机动车驾驶员尽快驶离。对车辆乱停乱放现象突出
的区域、路段实施高频度、高密度的滚动整治，对违停车
辆做到“零容忍”，对严重阻碍道路通行的，该拖移的坚决
郑倩 作
予以拖移。
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动群众，督促业主加强门前车
辆停放管理，及时清理门前乱停乱放车辆，严格按照划定
交通环境。
的停车位规范有序停放。还要充分利用 LED 显示屏、短
任性的乱停乱靠，碾压的不只是交通秩序，更是驾驶
信平台等，加强对车辆乱停乱放有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力
人的文明素养和道德规范。在此，笔者希望更多的驾驶人
求群众特别是驾驶员广泛知晓、深刻理解、自觉遵守，营
向不文明交通行为说“不”，共同打造莆田平安、和谐、规
造“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文明交通氛围和良好的道路 范、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陈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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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让党建工作者真正“专”起来
言且由衷

anqieyouzhong

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
势，党建工作也迎来新挑战。
如何提高基层党建的活力？从

事党建的人才是关键。
近日，城厢区招聘首批城市基层党建专职工作者，17
名报考者成功应聘。此举为全市首创，不失为一次有意义
的尝试和探索。借此契机，在基层搭起广阔大舞台，带动
一批有干劲的专职人员，在基层一线锤炼党性、砥砺品
格，进而传递党的好声音，为基层改革发展和服务群众贡
献智慧和力量。从这层意义来讲，建设基层党建专职工作
者队伍，有利于培养基层干部，夯实党的执政之基，并提
高基层治理能力。

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基层党建专职工
作者直接影响着党的建设各项任务能否落实到位。基层
党建专职工作者应进一步提高政治能力、担当能力和服
务能力等，自觉将此作为锻炼自我、提升自我的一次机
遇，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长学识才干，在基层的舞台
上书写美丽篇章。
具体来说，应学会统筹规划，密切联系服务群众，为
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从而夯实党建基础，使之更有战斗
力，助推基层切实发展，共建美丽莆田。同时，相关部门应
精心培育优秀的基层党建专职工作者，既要严要求，更要
细呵护，推动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反哺我市实现高质量
发展。
许爱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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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美化

生态宜居

红木生态园风景秀丽，大蜚山森林公园游人如织，木
兰溪防洪景观带美丽壮阔。醉美人间四月天，漫步在仙游
城区，时而可见鲜花、青草、绿树，构成仙游最靓丽的
“底色”。
近年来，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省级森林县城的推动
下，仙游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城乡绿化提升五年行动计
划”，着力打造“三横三纵一轴”的新格局，建设一座“山
水交融、绿树成荫、彰显文化、特色鲜明”的山水文化名
城，通过城区、道路、水系、园区、景区、校园、乡村、
庭院和屏障等“九大”绿化建设，为仙游美丽城市建设和
创建美丽中国的示范区提供保障。
县绿化办工作人员郑凌生介绍，仙游县积极开展绿化
花化彩化活动，不断植树播绿，着力城市森林生态体系、
森林产业体系、生态文化体系、森林支撑体系等 4 大体系
18 项工程建设，统筹促进城区与乡村绿化均衡发展，呈现
树种多样化、季相化和立体化效果，突出道路主题树种，
努力培养县树香樟、县花桂花，提高全县造林绿化、美化
水平，改善县域生态环境。
如今，仙游县城绿地面积 861.89 公顷，绿化覆盖面积
892.89 公顷，绿地率 39.9%、绿化覆盖 41.33%，让生活在
这里的人们有了更多的幸福感。
此外，为了进一步美化家园，仙游还着力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治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大力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美丽乡村建设，以铁路沿线村庄、美丽乡村建设村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村庄为重点，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
中迅速掀起植树造林活动。一季度，全县共完成造林绿化
17466 多亩，占全年任务 30000 亩的 58.2%，完成封山育林
14003 亩。
截至目前，仙游县共有林地面积 200 万亩，森林覆盖
率 71.08%，生态林 60 万亩，拥有木兰溪源省级自然保护
区和大蜚山、溪口省级森林公园，森林资源丰富，生态建
设成果全民共享，住在美丽仙游正成为更多人的向往。

鲤南镇城区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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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扫黑除恶
铜墙铁壁

J

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
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
inriredian
敢于同黑恶势力做斗争。为深化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莆田市公安局公布最新奖励办法，发
挥人民群众揭发检举和社会公众监督作用，铲除黑恶势力
滋生土壤，深挖黑恶势力背后
“保护伞”。
最新奖励办法中，对举报线索实行首报奖励和次报补
充奖励机制，按照一案一奖、一事一奖等原则，严格保密、
保护举报人，提高群众举报热情，拓宽有用有效线索来源
渠道。
倾心为民筑平安。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
市上下勠力同心，坚决向黑恶势力“亮剑”，建立案件线索
双向移送反馈机制、执法执纪同步推进机制、督导考评机
制，挂图作战，充分发挥信访主渠道、巡察“利剑”等各种监
督力量作用，协同作战推动“扫黑、除恶、治乱”向基层向纵
深延伸，深得民心，广受赞誉。
一年治标、两年治根、三年治本。全市紧盯目标，
持之以恒形成合围之势，除政府坚决行动强力推进外，
也需众志成城，你我同行，共筑扫黑恶、促稳定、保平
安的铜墙铁壁。
洪 颖

今日热点

建好路更要管好路

月

莆涵大道自 2017 年底通车
后，极大方便城涵两地群众快捷
ufangyishuo
出行，破解城区交通拥堵。但如
非机动车等进入的莆涵大道，
今，
原先禁止摩托车、电动车、
给市民出行埋下安全隐患。
几乎每天都有这些车辆通行，
由于莆涵大道设计行驶速度较快，且并未配套辅道，全
线严禁大型货车、工程车、摩托车、电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
进入。该大道启用伊始，交通执法部门不定期地在路口处设
在一
卡检查，
禁止摩托车、电动车等进入莆涵大道。经执法，
段时间内，基本没有市民骑行电动车或摩托车进入。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交通执法力量有所削弱，如今几
乎每天都有摩托车、电动车乃至自行车在路面通行，更有
极个别市民竟然逆行其中。由于该条道路的行车限速为每
小时 70 公里，摩托车、电动车等一旦和高速行驶中的汽车
发生碰撞，后果将不堪设想。
安全无小事。在方便出行的同时更要安全出行。既然
有些道路明确禁止摩托车、工程车等进入，那就应该严格
将该规定落实到位。交通执法部门应常态化通过路面执
“建
勤、摄像头抓拍曝光等多种执法手段，做到长管、常管，
好一条路，管好一条路”，确保市民方便、安全出行。同时，
市民也应该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能因贪图一时方便，不
顾出行安全。
郑已东

不妨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