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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3日，笔者在虎山
大桥拼宽改造工程施工现场看到，
南侧桥面上多台机械正有序开展作
业，北侧桥面已经基本完工，车流
不断。“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南侧的桥
面破碎修复和安全栏杆施工作业，
桥梁下部工程基本完工，已经完成
工程进度的90％。”虎山大桥拼宽改
造工程现场施工负责人周东良介绍。

虎山大桥始建于 1987 年，是沟
通城东和城南的交通要道，最初是
公路桥，后因南区繁荣发展，过渡
为城市桥。原桥宽 25.5 米、长 222.1
米、净高8米，桥型为连续多跨上承
式石拱桥结构，造型古朴圆润、含
蓄柔美，与宽阔的须江江面交相呼

应。然而，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提速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原有双
向四车道已不能满足交通需求。

去年 11 月底，虎山大桥拼宽改造
工程破土动工。作为一项交通民生工
程，该工程总投资 3146 万元，主要对
道路、桥梁、排水管、景观绿化等方
面进行改造，改造后的桥面总宽将达
到42米，设置双向六车道。

自项目动工以来，建设者抢时
间、赶工期，不断刷新项目“进度
条”。为弥补前期疫情及汛期带来的
工期影响，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时段，
市城建投集团持续优化施工组织，集
中优势力量，指导项目施工方投入充
足力量和机械设备，在保证质量、安

全的前提下，做到满负荷施工、超饱
和运转，以项目提速快进回应民众关
切。

“这里是交通大动脉，施工会对
市民出行造成不便。尽管天气炎热，
我们尽量早出工晚收工，能早一天就
早一天完工。”周东良说，整个工程预
计将在10月1日前完工，比计划工期提
早1个多月，在考虑全面提升路面使用
性能、改善路容路况和
驾乘体验的同时，也保
留了大桥连拱造型的历
史风貌。

“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完善江山交通网
络，缓解城区交通压

力。此外，大桥的连拱造型既保留了传
统意境的连拱桥风貌，体现出中国古典
桥梁的神韵，又可彰显现代桥梁设计的
科学性，达到了将古老元素与现代气息
的完美结合，与巍巍虎山相协调，保留
独特的城市记忆。”市城建投集团城市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工程科干部刘国
庆说。

（梦瑶 宋超 琳琳）

缓解城区交通压力 体现古典桥梁神韵

虎山大桥拼宽改造工程“十一”前完工
本报讯 8 月 2 日 9 时许，在市

区迎宾广场南侧，绿化养护工人祝
石祥和同事边走边浇水，为道路两
旁的绿植“降温解渴”。此时的室外
温度接近 35℃，身着长衣长裤的养
护工人早已是汗流浃背，脸上不时
有汗珠滑落。

“我们两人一组，早上6点就开始
浇水了，要细浇慢灌、浇足浇透，才能
达到抗旱保苗的效果。”祝石祥说，他
每隔40分钟会喝口水休息一下，工作
确实很辛苦，可是看到绿植充满了生
机，心里还是挺欣慰的。

来到城北亲子公园，华绿建设
有限公司江山分公司的工人们借助
靠近江山港城区段的便利，采用抽
水机抽水、人工接管等方式，对公
园绿植进行浇灌。“我公司负责的范
围为城北二标段。除了城北亲子公
园，还要做好船帮文化广场、迎宾
广场以及高铁江山站站前广场等地
的绿化养护工作。每天安排1台蓄水
机进行浇水作业。”该分公司负
责人说。

据了解，我市近期绿化园林
养护工作以抗旱为主、病虫害防
治为辅，同步推进杂草清理、苗木

补植等园林养护工作。其中，日间养
护时间为6时至11时，通常下午休息，
以避开午后高温，防止水温过高，影响
绿植生长。夜间养护通常从 17 时至
次日2时或4时，分组轮换进行浇水作
业，做到“歇人不歇工”。

“入夏以来，高温少雨。我们结
合城区实际，通过分时段错峰浇水，
适当提高对杜鹃、茶梅的浇灌频次，
保障城区绿植的正常生长。同时，除
草、修剪等日常养护工作也没有落
下，尤其是今年病虫害多发，我们特
意加大了对病虫害防治的力度。”市
住建局园林处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全市有120余名绿化养
护工人坚守在抗旱保绿一线，为广大
市民提供良好的绿化环境。市住建局
将结合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及时发放
清凉油、风油精、“十滴水”等防暑
用品，并督促养护公司科学合理制订
方案，安排养护工人轮流工作、劳逸
结合。 （尔春 羿莹 周瑜）

市住建局打响抗旱护绿保卫战

本报讯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
快，我市各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
文明施工落实得如何？本周，记者
走访了多个建筑工地，发现围挡破
损、垃圾清运不及时、建材乱堆乱
放等问题仍然存在。

在虎山运动公园建设项目现
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一旁的
建筑材料堆放混乱，石材、钢管等
未分类分区堆放，满地的黄沙，随
处可见的烟头、泡沫、西瓜皮等，
让整个工地看起来又脏又乱。茶水
室内，散落一地的包装袋、泡面
盒，积满灰尘的座椅，随意乱拉的
电线，无不反映出环境卫生的脏乱
差。“以前主体结构施工的时候，文
明施工的费用包括在工程建设内，
主体建设单位会安排专人清理，现
在主体结构建设已经完成，建设单
位撤走了。我们隔几天会安排保洁
人员过来，对现场进行清理、打
扫。”现场工作人员如是说。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恰巧一辆工

程车驶出施工现场，但是现场工作人
员并没有对这辆车进行冲洗。“我们
原来是有洗车设备的，但现在在做室
外管道，不巧被挖断了，要等管道恢
复后，冲洗设备才能正常使用。”面对
记者的疑问，现场工作人员这样解
释。此外，记者还发现保安室内配备
的灭火器，6月、7月没有检查记录，工
地大门口垃圾随意丢弃，围挡上的公
益广告存在多处破损。

在志城·江山赋小区，项目施
工接近尾声，但在现场记者仍然发
现了不少问题：用于捆扎地砖的打
包带被随意丢弃在一旁，绿化带内
管道、木板等建材随意丢弃，随处
可见的烟头、矿泉水瓶，使得整个
小区看起来有些脏乱。走进一户住
房内，满地的垃圾尤为刺眼，破衣
服、包装袋等扔了一地。小区围栏
外，一大堆建筑垃圾沿着围栏堆
放，现场较为凌乱。“我们这两天主
要是把里面的垃圾陆续清理出来，
后续我们会进行清理的。”施工现场

工作人员说。
在步阳·玫瑰园项目现场，只见

大量泡沫、钢管、木材等建材被堆放
在工地外的人行道上。工地外围的
建筑围挡被人为开出了两个口子，一
旁还摆放了一个木梯子供人攀爬，记
者在现场的短短十分钟，就看到 7 名

建筑工人通过这两个口子进进出出。
工地内，钢管等建材直接堆放在了两栋
楼房之间，现场并未设置明显堆放区标
识，地面上钢管堆内还混杂着不少废弃
垃圾。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几名正在
楼层内忙碌的工人并没有按要求佩戴
安全帽，直到发现有人拍摄，才从一旁
拿起安全帽戴上。

安全是“底线”、文明是“红线”，
“硬杠杠”任何时候、任何工地都触碰
不得。在加快推进城市建设的同时，面
对工地施工乱象，如何将安全、文明施
工的“紧箍咒”套牢每个建筑工地，本
报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建筑工地“灰头土脸” 施工现场乱象丛生

重塑江山城乡风貌重塑江山城乡风貌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连日来，120余名绿化养护工人战高温、
保绿化，确保城区苗木正常生长——

转作风 讲担当 抓落实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 8月3日下午，我市创
建全国科普示范市动员大会召
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日
根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进
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合
力，以必胜的决心、扎实的举措，确
保全国科普示范市创建成功。市
委常委、副市长朱永平参加。

当前我市正处于加快发展的
关键时期，科技和人才是推进两
新产业园转型升级、工业强市的
重要支撑。开展全国科普示范市
创建工作，有助于企业培育科技
创新人才，建强队伍，助力我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何日根对
我市争创全国科普示范市给予充
分肯定，希望全市上下切实增强
创建工作的主动性，以高度负责
的态度、求真务实的作风、争创
一流的干劲，确保通过9月省科协
初验和11月中科协实地抽查验收。

何日根强调，要提高站位强意
识，充分认识到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市
的重要意义，锚定“当龙头、争上
游”的目标，全力以赴推进创建工
作。要把握重点强提升，严格对标对
表，聚焦问题短板，通过聚集一批重
点人群、建设一批科普阵地、用足一
批宣传媒介、建强一批志愿队伍、推
广一批科普技术，扎实推动创建工作
走深走实。要强化责任促推进，市全
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充
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统筹协调各方
工作，力促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市各项
任务正常有序推进。要健全机制抓落
实，建立健全督促检查考核验收制
度，对创建落实情况，特别是科普活
动开展、职责履行等情况，进行定期
或不定期跟踪督查，确保创建工作落
地见效。

朱永平主持会议并就创建工作进
行动员部署。 （孙尔春）

我市召开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市动员大会
何日根等参加

本 报 讯 近 日 ， 我 市 创 建
“12345 有礼触达民呼我为 ”工作
群，畅通群众反映有礼诉求、部门
解决创文问题的渠道，确保民生诉
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7 月底，有市民致电 12345 政府
热线服务中心反映，江贺公路附近
的蓝云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附近，
生活、建筑垃圾堆放在道路一侧，
区域内不仅没有“禁止堆放垃圾”
标识，连垃圾桶也不见踪影。

经过甄别，12345 政府热线服务
中心认定该问题属于创文有礼事项，
并转至“12345有礼触达民呼我为”工
作群，告知及时处理。“了解情况后，
我们立即联系了经济开发区和市交
通运输局进行协调，因为职责认定不
够清楚，最终由市住建局环卫处协
助，先将这堆垃圾清理掉。”市创文办

督查考评组工作人员说。
在清理现场，市环卫处派出的铲

车将垃圾铲起装车，两辆清运车交替
作业，几名工作人员挥动着铁铲、扫
把，加快清理进度。“这堆垃圾堆在
这儿有1个月了，都臭得很了。现在
有人来处理，我们特别高兴。”附近
的居民周水良说。

经过长达 1 小时的作业，垃圾终
于被清理干净。“由于这边没有垃圾
桶，后续可能还会有垃圾再产生。接
下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协调
各方将垃圾桶配备起来，落实垃圾清
运与监督管理工作，方便居民生活。”
市创文办督查考评组工作人员说。

截至目前，“12345 有礼触达民
呼我为”工作群共接到有礼诉求 54
项，已解决41项，剩余13件疑难件
正在协调处理中。（郑玉莲 吴俊含）

有礼触达热线“接诉即办”解民忧

8 月 2 日，市文化艺术中心
二期景观配套工程完工并通过验
收。市文化艺术中心二期项目总
投资3亿多元，是我市建设规模
最大的PPP单体项目，自2019年
3月动工建设以来，受到市民的
广泛关注，目前景观配套部分已
对市民开放。

（姜层层 摄）

文化艺术中心
闪亮登场

志城·江山赋小区
垃圾乱堆放。

【监督哨】

虎山运动公园项目部茶水室内脏乱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