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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亮亮 庄晓丽
李 想 文/图

“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完成土地
收储工作”“完成征迁腾空工作”“启动
安置房建设和路网建设”……眼下，一
轮片区更新的发展大幕已在南安大地
上拉开，在南安市城建办及各项目指
挥部的工作汇总表上，一个个工作进
度正快速更新着。

“高品质做好北山、三丰、港仔渡
片区规划建设，加快城北片区开发，推
动武夷泛家展贸项目、美的智慧家居
科创项目、唐道时代汇、兴泉铁路南安
北站形成主体展示面……”在南安市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规划蓝图中，
未来几年，南安各个片区即将展开新
画卷，一个个城市“会客厅”呼之欲出。

中心城区新片区已初具雏形

“住了几十年的瓦房，我们也希望能
住上宽敞的楼房。”60多岁的村民陈建新
是溪美街道湖美社区三丰片区的村民，
此前，村里的房子大多建于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以低矮、破旧、危房为主，建设杂
乱无章，整体环境“脏乱差”，因此，盼望着
早点换个环境，是村民共同的愿望。

一份三丰片区改造规划蓝图让
“愿望”变成了“期盼”——低矮破旧的
房子被成片的高楼大厦取代，道路宽
敞、绿树成荫，周边学校、超市、公园等
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如今，蓝图正在一步步变为美好的
现实。日前，记者前往三丰片区改造项
目现场，各种大型机械在工地上有序作
业，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紧张施工，现
场一派忙碌的景象。“目前，正在进行道
路、安置房、商品房建设。”南安市城建
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同时，新建三丰
小学建筑设计方案正在优化设计当中。

记者了解到，三丰片区改造是南安
市北山组团片区更新改造的项目之一。
南安市北山组团整体目标定位为中心
城区新活力中心和城市健康休闲中心，

以“产城人文”融合发展为理念，将通过
拆旧建新、街景整治、生态塑造、更新提
级，打造新型商业中心、生态品质社区、
智慧邻里中心和生态休闲廊道。项目
包括1条北山漫道，蓝溪湿地公园、北山
森林公园 2个公园、北山片区、三丰片
区、港仔渡片区等3个片区。其中，3个
片区改造于 2020年先后动工，计划于
2025年完成全部开发建设。

“目前，北山片区规划设计方案基
本形成，完成房屋征收和腾空工作；港
仔渡片区完成首期土地收储；蓝溪湿地
公园完成主园路、亲水平台、木桩驳岸、
停车场、观景台等建设，正在进行园路
工程、服务驿站等施工；北山漫道总长
约 4800米的盘山主漫道已开挖贯通，
气象局周边、南入口至西入口的二级漫
道已全部完成……”一个个进展一点点
改变着片区样貌，集活力、健康、休闲的
中心城区新片区已初具雏形。

打造一批各美其美的城市
“会客厅”

南安市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今年，南安市将“推进片区更新，
在全市打造一批各美其美的城市‘会
客厅’”。

蓝图已绘就，奋力正当时。放
眼全市，南安市中心城区规划建设
指挥部、南安市罗东镇文卫商旅项
目建设领导小组、南安市北部新城
道口片区改造建设指挥部、南安市
仑苍镇产城融合建设指挥部等 11个
指挥部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重点项
目，加快推进南安市中心市区、南翼
新城、北部新城等重要节点片区建
设发展。

在中心城区，南安市将持续高质
量推进南安市中心城区北山组团片
区更新改造项目，加速为市民塑造一
个高品质城市空间。“2021年，将完成
三丰片区回购商品房建设并进行安
置，完成柳中路南段及周边支路建
设，并启动三丰小学建设。”工作人员
介绍，此外，还将组织开展北山片区
已腾空房屋的拆除，开展柳中路、环
西南路项目前期工作等；完成港仔渡
片区房屋和土地征收工作；完成北山
主漫道预验收、游客服务中心装修工

程；完成蓝溪湿地公园莲塘段预验
收，整体收尾。

与此同时，在北部新城道口片区，
湖滨小公园、湖滨北路、后茂桥头片区
更新改造项目、芙蓉美食城、南安市总
医院（梅山院区）、北部电商园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等一批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这里，将以高速公路互通枢纽和互通口
为依托，结合片区改造、新城建设，加快
道口片区的整体规划，重要节点优先发
力，分类、分期、分阶段建设，进一步提
升门户形象，大力发展“道口经济”。

在城西的仑苍镇，中心镇区改建
的 3D 建模已经完成，一座宜商宜居
的产城融合新城正在蓄势崛起。未
来，这里将以水暖阀门产业技术创
新、产商住销融合模式创新、山水文
化生态共荣为导向，发掘仑苍多年在
地市场化生成的水暖特色产业、产贸
特色功效、山水特色环境、闽南特色
风貌等要素，将仑苍建设成为以水暖
产业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为引领，具
有全国范式效应、产城融合高产高
效、智慧生态等健康型国际化现代化
特色城镇。

本报讯（记者 李贵灵）自2月24
日零时起，国道358线溪美办事处贵峰
村委会路段、国道358线溪美办事处镇
山村天桥路口路段将启用电子监控自
动抓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将对遇行人
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驾
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时拨
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抽烟等妨
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及其他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抓拍。这是昨日记者从南
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获悉的。

据了解，国道358线是南安市区通

往仑苍镇的主要道路，为双向六车道，
限速60km/h。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贵峰村委会
路段，附近有贵峰村委会、贵峰幼儿
园、贵峰小学，路口旁树立着学校标
志，并有“乡村路口，减速慢行”标牌。
此外，路口处还设置人行横道和红蓝
闪烁警示灯。

下午 5时许，路上车辆较多，时有
行人过马路。记者随着行人一同过马
路，过往车辆并没有因为有行人欲过马
路而减速，甚至当行人到达路中时，有

车辆大声鸣笛，并加速通过。
村民郑女士告诉记者，该路口是

贵峰村村民常走的路口，经常有车辆
快速通过，“接送孩子过马路时总要多
留点心眼，担心一不留神，就会出事”。

在镇山村天桥路口路段，此处是
乡村路口，路边有许多店铺，还有沿街
摆摊的小吃摊点。因同是国道358线，
记者发现过往车辆的车速还是较快，
行人过马路时有的会跑步通过。

在路旁开店的林女士告诉记者，这
个地段为镇山工业区，有许多厂房，每到

上下班时间，有很多工人通行。“在这里
生活了20年，这个路口极少有车减速让
行，小车碰撞电动车的事故常有发生。”

南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科技设施
中队中队长陈荣新介绍，国道358线经
过路面改造后，路面等级提升，通行条
件明显改善，行驶车辆的车速较快，道
路两侧村民的聚居度比较高，十分容
易发生因横穿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
所以机动车行驶通过人行横道时，有
必要礼让行人，并且要专注开车，不能
接听手持电话、玩手机、抽烟等。

南安两个路段后天起启用电子监控自动抓拍
针对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抽烟等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 林超连） 500万元！19日，
在南安三中校友总会筹备工作会上，学校收到
了一笔来自校友的慷慨捐赠。

南安三中党支部书记黄火龙告诉记者，一
直以来，三中的办学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校
友的支持。今年春节，学校获得了多笔捐资，其
中，校友洪清平在 2018年慨捐 100万元助建学
校运动场的基础上，又捐 50万元支持学校建
设；校友洪兴元慨捐 200万元设立的南安市慈
善总会中能泰丰慈善基金，每年拨付专款定向
资助该校，近日已拨付20万元。

而此次捐款 500 万元成立奖教奖学基金
的，同样是三中毕业的优秀校友。不过，该校友
为人低调，希望匿名。这种淡泊名利的慈善之
举，得到了三中师生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平平淡淡才是真。”谈及为何匿名捐资时，这位
校友如是说。

本报讯（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吴昭环）
近日，南安市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验收公示，南
安 9家农场按批复内容完成建设任务，经南安
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现场验收合格。

通过验收的9家农场分别为位于诗山镇鳌
峰村的南安市元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位于
诗山镇社一村的南安市诗山镇社一种植场，位
于蓬华镇山城村的福建南安市盛华种植有限公
司，位于蓬华镇华美村的南安市蓬华镇大格头
家庭农场，位于诗山镇鹏峰村的福建省南安市
同盛农林种植有限公司，位于向阳乡卓厝村的
泉州市九仙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南安好之佳
生态农林专业合作社，位于向阳乡向阳村的南
安市阳泊岭家庭农场，位于蓬华镇苏厝村的南
安市信用茶叶专业合作社。

匿名校友捐资500万

南安三中设立奖教奖学金

南安市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9家农场验收合格

南安加快片区更新 打造一批各美其美的城市“会客厅”

已经进入改造进程的北山片区。

本报讯 （记者 庄树鸿 通讯员
吴鸿海 周超荣）昨日，记者从康美镇
政府了解到，县道335（诗康线）康美复
线一期工程正在公开招标。

项目位于康美镇境内，呈南北走
向，起点接省道215线现状已建平交口
（K0+000），路线沿现状县道 335线扩
宽改建，于K1+255处向西北方向展新
线穿越，分别于K1+482处设置赤岭一
桥（长22米）、于K2+056处设置赤岭二

桥（长22米）、于K2+393处设置霞苏大
桥（长386米）跨越东溪，终点接现状南
洪公路（K2+629），全长2.629千米。

“道路等级为二级公路，设计时速
为 60km/h，采用双向六车道。路面采
用沥青混凝土路面。”项目相关负责人
介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工程、路
面工程、桥涵工程、交叉工程、交通工
程、照明工程等。工程施工计划工期
为24个月，计划投资约1.7亿元。

“县道335线是南安市区东部极其
重要的道路之一，它的东西向贯穿康
美镇区，并且在镇区范围内依次串联
了纵三线、县道 305线、联十一线（规
划）以及省道 215线。”上述负责人介
绍，随着纵三线的建成以及省道215线
的提升改造和县道 305线市政化改造
的推进，县道335线目前的交通量逐年
增长。现有的康美大桥及其连接的县
道335线两侧村庄密集，若拓宽拆迁量

太大，因此县道 335复线（或南安市区
外环线）建设迫在眉睫。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永春、诗山、
金淘、码头、梅山、向阳、乐峰、罗东等
通往泉州的车流可以得到疏通，避免
洪濑镇区的交通压力；此外对于南安
市区过境的交通压力也有很大的缓
解，对提升南安市区框架有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对于“康雪洪”组团、“两溪
一湾”建设更是起到大动脉的作用。

采用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km/h

南安将建县道335（诗康线）康美复线

据新华社电 21世纪以来第 18个指导“三
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1日由新华社受权发
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全
文共 5个部分，包括：总体要求、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党对

“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文件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民族要复
兴，乡村必振兴。党中央认为，新发展阶段“三
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
紧抓实。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
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文件确定，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
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形
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