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HANG MORNING POST

城事

2018 年 11 月 9 日
责任编辑：
翟连宇 王 轲

3

打造幸福家园·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在行动

深挖文化潜力 打造休闲旅游综合街区

运河慢生活
五杭集镇重拾水乡风韵

惊艳江南
沾桥集镇的华丽转身
如果你有段时间没来沾桥
了，
那么请你一定要来看看。
现在的沾桥白墙黛瓦，路宽
巷深，透着杭派民居的独特韵味，
整洁的青石地面，电线“蜘蛛网”
不再阻碍人们凝望蓝天的视线，
古树、繁花、篱笆、奇石……景观
节点处处可遇。往来的居民、游
客，
仿佛置身画中。
记者 李书畅 通讯员 姚萍萍

近日，运河街道五杭集镇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进入最后“冲
刺”，集镇范围内各类景观节点、立
面整治、道路改造项目已基本进入
收尾阶段。
截至目前，五杭集镇二期改造
项目完成率已达 90%以上，玉露
路、解放路、繁荣路等各条主干道
两侧的房屋立面焕然一新，尽显运
河水乡风貌。
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高晓玲

昨日，记者在五杭集镇看到，
大部分施工区域内的工人们都在
对改造项目进行细节修缮和收
尾。在万丰西路的运河水乡风情
馆内，
“源”
“流”
“润”
“涌”四大展区
的文字介绍内容均已完成上墙布
置，展柜、实物展品的布置工作也
即将完成。
“ 馆内的介绍内容主要
涉及五杭集镇的历史发展与变革，
还有传统艺术、特色菜肴、历史遗
存等丰富内容。”五杭村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据悉，五杭集镇位于运河街道
北部，紧邻京杭大运河，作为历史
上的水陆交通要道留下过许多脍
炙人口的人文故事与历史遗迹。

留得住乡愁 看得见人文 听得懂生活

五杭集镇万丰路段河岸修缮一新
作为全区重点打造的 9 个小城镇之
一，五杭集镇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涉及五杭村、唐公村与五杭
社区的 600 余户农户与 150 余户社
区居民，通过“三带一片两入口”建
设，重点打造禾丰港周边历史街
区，打造水乡休闲旅游综合街区，
逐步形成运河水乡的慢生活旅游
区。集镇一般规划区域面积约
1.12 平 方 公 里 ，重 点 规 划 范 围 约
0.46 平方公里。
“在改造提升过程中，我们将
重点利用集镇的历史文化优势，深

挖文化潜力，将运河传统文化元素
融入到改造效果当中。”运河街道
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运河街道将继续以集
镇基础环境整治、房屋立面整治、市
政绿化打造等工作为抓手，加快推
进集镇各项目的收尾工作，并在主
体工程完工后及时开展查漏补缺工
作，从细节上完善集镇改造提升成
果。同时，继续落实集镇范围的社
会管理、交通秩序维护等后续长效
管理工作，将五杭集镇打造成独具
水乡风韵的休闲旅游综合街区。

沾桥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
蕴、
“ 有故事”的地方。相传乾隆
皇帝南巡经过此地，见独山如一
只大乌龟探身运河戏水，景致十
分美好。当时正是南方雨季，春
雨绵绵，乡间小道泥沾如胶，无处
下轿，但乾隆心念美景，仍决定下
御轿观景，丝毫没管贵重的绸布
沾满泥水，
“沾驾桥”
因此闻名。
如今的沾桥集镇致力于打造
“显山露水、具有传统水乡风貌”
的 特 色 形 象 ，旧 城 面 貌 焕 然 一
新。自列入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名单以来，用时一年多，经过五
轮重点整治，
“点面结合”
“宽严相
济”，沾桥集镇奏响“拆、整、建”三
部曲，实现环境美丽转身。该工
程整治范围约 0.19 平方公里，
涉及

沾桥集镇口袋公园
对沾驾桥、沾桥老街、沾桥港、农贸
市场周边的房屋立面整治，
沾驾桥
路、沾桥老街、消防通道的道路整
治，中心公园、农贸市场的提升改
造，背街小巷等工程内容，一期工
程投资约 6708 万元，二期工程投
资约 1139 万元。目前，各项工程
均已全面竣工。
近年来，沾桥和许多地方一
样，经历过经济“粗放型”发展，虽
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
入，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其中暴
露出的如“低、散、乱”等问题日益

显现，对环境的伤害也制约了集
镇的整体发展。
好的集镇就是要“留得住乡
愁、看得见人文、听得懂生活”。
沾桥集镇以沾驾桥为中心，老街、
沾桥港为轴线，结合当地的人文
历史，还原有老底子味道的民宅，
对违建拆除空地及自留地的整
治，打造以“荷花池”为特色的中
心公园，同时结合绿道、文化步道
的设计，串联起整个沾桥老集镇
的特色空间。

塘栖镇全力冲刺
“四好农村路”
建设

建设道路 63 条 累计约 83 公里 力争年底前基本完工
日前，在塘栖镇柴家坞村的“四好农村路”施工现场，村民沈玉菲把自家刚蒸好的青团送到了工地，招呼正在施工的工人们暂时小憩片刻，过来尝尝点
心。
“我们老百姓心里很高兴。”
沈玉菲说，
随着村里
“四好农村路”
的建设完成，
村民的出行将更加方便。
像柴家坞村这样的
“四好农村路”建设，塘栖镇共有 63 条累计 82.64 公里，其中农村道路拓宽改造 39 条累计 53.24 公里；综合提升 24 条累计 29.40 公
里，还涉及桥梁 19 座、箱涵 10 道、维修加固桥涵 8 处，
建设涉及全镇三分之二的村社。
该镇的“四好农村路”建设从今年 5 月正式启动，8 月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现状，全镇上下凝心聚力、攻难克坚，形成镇主要领导
亲自抓、涉及村干部具体抓、明确专人负责抓的工作态势，
全力以赴实施道路工程建设。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胡丹
泰山村龙泰线至九熟坝（整治前）

柴家坞村金田至灵峰寺（整治前）

强势推进 既做
“加法”也做
“减法” 加强管理 保质保量实施道路建设
塘栖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带，
辖区内水系发达、房屋密集，建设前
期任务较重。根据道路建设方案，
全镇共需借地 526.6 亩，拆除主辅房
305 处。
为抢抓工程进度，该镇前期“做
加法”，每日钉钉群通报各村完成
量；后期“做减法”，以销点的方式，
一一解决前期工作中的难点重点。
通过每日通报和三色预警制度，对
各村进度进行排名，使各村形成“比

学赶超”的良好工作氛围。对于前
期工作确实有困难的村，镇城建办
全力配合做好指导服务工作，如丁
河、三星、超丁、泰山等村，镇村两级
干部发扬“5+2，白加黑”精神，主动
积极上门做工作，及时解决实际工
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针对
项目涉及的违法建筑，镇防违控违
办及时介入处理，确保强势推进，不
折不扣完成前期任务。

在工程管理方面，
“四好农村
路”专班组制定了“红黄牌”制度，对
施工单位在质量、进度、安全等方面
进行详细的规定，对不符合规范不
按照要求施工的行为进行警告、处
罚。
除镇城建办工作人员及监理单
位的现场检查监督外，该镇还发动
各村力量，要求各村选派交通专管
员和质量监督员，实时关注“四好农
村路”的建设情况，发现问题马上上

报。在各方的多重监督下，目前该
镇已发现施工单位的一些不符合相
关要求的地方，不合格的材料统统
要求其退回，不合规范的施工统统
要求其返工，并根据制度进行了相
应的处罚。
塘栖镇党委委员陈黎强说，该
镇始终把质量、进度和安全等三个
方面贯穿在“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始
终，真正为老百姓把这件民生实事
办实、办好。

泰山村龙泰线至九熟坝（整治后）

柴家坞村金田至灵峰寺（整治后）

提早谋划 确保出行和杆（管）线迁移
考虑到“四好农村路”涉及面
广，塘栖桥梁众多，施工对交通影
响大，该镇专题召开了交通组织方
案评审会，针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
的施工方案和绕行方案，并通过微
信公众号、上门宣传、登报公示等

各类渠道，加大“四好农村路”宣传
力度，确保群众出行不受道路建设
的影响，
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道路建设还涉及众多杆（管）
线迁移，有强电、华数、移动、联通、
电信以及供水管及污水管。针对

强、弱电的迁移，该镇提早谋划，在
整个项目前期报批期间，便组织相
关单位进行进场踏勘、方案编制、
合同签订等工作，目前已有 4 条道
路完成迁移，其余道路也按部就班
制定了迁改计划。

四好农村路建设 效果图
新二小至马家埭扩宽改造工程
路线位于塘栖镇西苑村。设计起点
定于新二小西侧道路，终点定于马
家埭，路线全长 616m。全部建设 整治后
完成后，该路段将提升为路基宽度
6.5 米，路面宽 6.0 米，设计速度为
20Km/h 的四级公路。
新二小至马家埭共涉及到朱家
门 3 个自然组、马家埭 2 个自然组，
农户 140 户 700 余人，是村民上下
班进出的重要道路之一，目前道路
狭小，道路坑洼不平，双向通车交汇
很困难，消防车难以进入。新二小
道路目前属于断头路对学生上下学
的交通造成很大不便。因此，桥梁
重建后，打通新二小至马家埭的断
头路，实现双向通车交汇顺畅,对百
姓的上下班、学生的上下学提供交
通便利，并能满足消防车进入条件，
打开生命通道。
目前桥梁已完成桩基、承台和
桥梁板施工，道路清表工作已进场。

整治前

四好村道 助力乡村振兴走上快车道
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
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截
至目前，526.6 亩借地任务和 305
处需拆除主、辅房已全部完成签
约，计划建设的 63 条道路中的 60

条已经开工建设，部分道路已完
成路基铺设，大部分道路完成路
基施工，进入水稳层和沥青层的
施工阶段，整个道路建设工程计
划在今年底基本完工。“四好农村

四好农村路建设 效果图

路”的建设将有望实现乡村道路
联网畅达、路况良好、功能配
套、整洁有序、环境优美，助力
乡村走上发展快车道。

四好农村路建设 效果图

路线位于塘栖镇丁山河村,起 整治后
点位于庆丰桥，终点位于河南墩，
路 线 全 长 864m，宽 度 为 2.5-3.5
米，其中路面宽 2-3 米，局部路段
存在宽窄不等的情况，老路面为水
泥砼路面,路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破
损,主要为多处不规则的纵向裂缝,
局部路段为错台、角隔断裂、露骨
等水泥路面常见病害。
根据道路现状,线形设计应充
分利用老路，减少高填深挖,综合处
理好平面、纵面、横断面三者关系,
做到平面顺适、纵面均匀、横面合
理；考虑车辆行驶的安全舒适性以
及驾驶人员的视觉和心理反应，引
导驾驶人员的视线，并注重与自然
景观相协调。
目前该路段已完成前期征地
等工作，进入施工阶段,计划 2019
年初完工并实现通车。

小白线至龙超线扩宽改造工
程路线位于塘栖镇超丁村。设计
起点定于小白线，终点定于龙超 整治后
线，路线全长 3962m。全部建设
完成后，该路段将提升为路基宽度
6.5 米，路面宽 6.0 米，设计速度为
20Km/h 的四级公路。
小白线至龙超线路线路长而
复杂，超山中心小学投入使用后，
是超丁、泰山、柴家坞三个村的农
户主要出行道路和接送学生上下
学的必经之路，且该道路路面宽窄
不一，有多个拥堵点，对村民出行
造成不便。四好公路的建设，将有
效解决上述问题，确保村民出行便
利及学生上学途中安全。该道路
也是超山风景区通景道路，提升改
造后将进一步提升超山风景区的
整体风貌。
目前该道路已于今年 7 月底
进场施工，预计可在今年底完工实
现通车。

整治前

整治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