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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向南发展掀开新一页

体育场路跨横阳支江大桥正式通车
本报讯
记者 林婵婵
昨日早上，随着一声声礼炮
响彻云霄，我县新区体育场路跨
横阳支江大桥暨南延线正式通
车，该桥的通车进一步优化我县
跨过横阳支江向南拓展的布局，
全面提升苍南综合实力和区域竞
争力。
在跨江大桥上，
记者看到宽敞
的沥青路面顺着桥面向南延伸，
崭
新的路灯、
路面标志标线等设置吸
引了不少附近的居民前来参观拍
照。
“我是附近的居民，
今天大桥通
车让人挺开心的，以后去新高速，
到马站、霞关等地可以更快更方
便，
我们早就盼望大桥能通车了。
”
一大早来“打卡”留念的群众们纷
纷感叹，
大桥的通车让桥两岸的空
间距离变小了，
同时也能让两岸的
发展差距越来越小，
这让老百姓们
再次看到了希望。
据了解，体育场路跨横阳支
江大桥于 2017 年 12 月份开工，
建设历时 720 天，大桥桥梁及引
线道路工程长 335 米，其中主桥
长 136 米，引桥 90 米，道路面积
4284 平方米，桥梁面积 10396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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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按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
计划行车速度为 50 公里/小时。
大桥通车后，车流和人流即将向
南奔涌，对拉开县城区域的地理
空间，实现“大县大城”战略具有
重要的意义。
“大桥的通车意味着县城建
设向南跨江发展的脚步加快了。”
县城建中心主任詹光华表示，这
将进一步带动横阳支江两岸经济

发展，推动县城新区交通道路的
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心城区的提
质扩容，同时，作为县城新区跨越
横阳支江的第 3 条南北向大动
脉，充分发挥了县城新区的辐射
作用和“同城效应”
。
县城新区作为我县城市化发
展、
打造温州大都市区南部第一副
中心的主平台和主阵地，
经过近20
年的开发发展，
一座座大型公建项

目和地标建筑拔地而起、
一幢幢高
档住宅建成入住、
一条条核心景观
绿带连线成片，
成为温州南部改革
开放的窗口和城市发展的标杆。
去年，
县城新区南扩区联网公路建
设四好农村路6条，
总长11961米，
总投资约8751万元。
县委常委、副县长肖剑，县
政协副主席于春华等出席通车
仪式。

为苍南发展建务实之言

县人大代表开展会前集中视察
本 报 讯（记 者 林 超 群）昨
日，160 余名即将参加今年县“两
会”的人大代表前往马站、霞关等
地开展会前集中视察活动，深入
了解我县部分重点项目建设情
况，实地感受近年来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新成就和发生的新
变化。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振
俊、金传拉参加视察。
视察组一行首先来到霞关美
丽渔港。在这里，以地中海风情
打造的老渔民公寓、有着彩色外
墙缀饰的金沙路示范街、沿山而
筑的历史文化老街都令人流连忘
返，沿着老街的步道拾级而上，风
格各异的民房尽显历史的源远流
长。代表们纷纷直言美丽渔港的
建设，实实在在促进了地方发展，
带给老百姓满满的幸福感。
随后，视察组还前往绿能小
镇、马站中魁村等地，认真查看实
情，听取有关讲解，还不时用手机
拍摄下来。一个个重大工程让代
表们深刻感受到，即使受到疫情

本报讯（记者 林超群 蒋秀秀）
日前，我县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
安排部署我县当前疫情防控工
作。县委副书记杨德听，副县长
曾迎玲、许生陆参加会议。
听取县公安、
综合行政执法、
教育等部门汇报的工作任务完成
情况，
以及县纪委督查通报的整改
情况及工作计划后，
杨德听一一作
出点评，
并要求民宗部门明确宗教
民间信仰场所管理措施和标准，
禁
止所有宗教场所在春节期间举行
聚餐活动。教育部门要加强教育
督导管理工作，
每周向县纪委通报
学校情况，
并让各学校建立起寒假
期间离温师生名册，
明确离返校时
间，做好人员把控。同时，针对校
外培训机构，要建立跨部门小组，
分片区成立防疫工作督察组，
做到
责任落实到人。
杨德听指出，目前疫情防控
工作越来越紧，要求越来越高，各
地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建立
县乡村联防，形成“1+6+N”工作
模式，对照人防、物防、所防、业防
等“十防”要求，发现不足，补齐短
板，形成群防群控、联防联控、专
防专控的综合体系。县防疫办要
实行实体化办公，成立县交通专
班、服务点专班、冷链专班等，做
好管控保障，确保春节期间全县
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会议还进行了视频连线，18
个乡镇相关负责人汇报了目前各
乡镇防控工作部署情况和存在的
问题，听取汇报后，主会场与会的
县直各部门单位直击存在的问
题，
当即提出解决方案。

捐献器官为
更多人送去希望
县人大代表在霞关美丽渔港视察。
影响，我县建设工程项目依然做
到了复工复产稳中有进和社会各
项事业稳步发展，也让大家进一
步知情明政，为即将召开的县“两
会”
做好“功课”
。

代表们纷纷表示，
此次集中视
察活动开阔了视野、
拓宽了思路，
也
为今后更好地履职提供了帮助。将
充分运用好此次视察的成果，
认真
履行好代表职责，
紧密围绕我县中

郑世洁/摄

心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据了解，
此次视察项目质量高、
效益好，
各具
特色、
亮点纷呈，
充分展现了我县各
级聚力高质量发展，
以项目建设促
转型、
惠民生的突出成效。

38岁退役老兵
如此获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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