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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
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风
6-7级阵风8级。 苍南气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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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允祺 通讯员 陈君

昨日，记者从苍泰高速苍

南段项目建设指挥部获悉，苍

泰高速马站段、矾山段同步启

动首座房屋拆除工作。此次顺

利拆除，打响了苍泰高速苍南

段沿线房屋拆迁的“第一枪”，

标志着该项目取得了又一重大

实质性进展。

伴随着潺潺春雨，上午9时

许，在位于马站镇桥头村前洋路

的拆迁现场，挖掘机挥舞着“铁

臂”，对一幢二层民房实施拆除，

伴随着一阵阵轰鸣声，砖瓦、房

梁应声而倒。当日，马站镇共拆

除2栋房屋，涉及4户，建筑面积

达 305.67平方米。据现场负责

人介绍，此前他们已完成房屋腾

空、水电切断等房屋拆除准备，

确保工作有序平稳推进。

在房屋征迁签约方面，该镇

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前做好

涉及房屋的认证和确权登记工

作。通过党员干部包干分户、进

村入户宣传政策和迁移动员，面

对面解答村民疑惑，讲深讲透征

迁政策、征迁意义，做深做细做

通村民的思想工作，为沿线房屋

的征迁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同样，昨日上午，在位于矾

山镇埔坪村的拆迁现场，拆迁

人员冒雨作业，该镇主要领导

和指挥部成员现场指挥，水电

切断、工具进场、现场维稳等各

项工作可谓有条不紊，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一排砖木老屋

应声倒下。当日，矾山镇共拆

除8间房屋，涉及6户。

“我对老房子很有感情，搬

离这里有点舍不得。但是生活

要向前看，一想到矾山马上就

要通高速了，还是打心眼里高

兴，这对矾山乃至全县的老百

姓来说肯定是好事。”房主曾某

某说道。“对于苍泰高速项目建

设，矾山镇委高度重视、精心布

置、认真部署，通过领导一线指

挥、专班一线讲解、干部一线动

员，扎实推进征迁工作。”现场

负责人表示。

据苍泰高速苍南段项目建

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

来，全县各相关乡镇将明确时间

表、画出路线图，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全力加快推进苍泰高速政

策处理工作进度，确保在既定时

间节点前拆除红线内所有房屋，

全面营造“阳光征迁、和谐拆迁”

的良好氛围，树立苍泰高速苍南

段项目建设的新标杆。

据悉，苍泰高速苍南段全

长约 49.58公里，总投资约 148
亿元，途经我县9个乡镇。项目

规划双向四车道，苍南段拟设

置枢纽2处，互通4处，停车区1
处，同步建设连接线3条。

该项目是全省综合交通运

输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实施

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温州构

建“一环一绕九射五连”高速公

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苍南

县政府投资单体体量最大的交

通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联通甬

莞高速、沈海高速、溧宁高速等3
条南北走向的国家高速公路，进

一步完善浙江高速公路路网。

同时，作为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打造山海协作工程的升

级版，该项目的建设还将带动

山区 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

我县单体投资最大的交通项目

苍泰高速苍南段迎来“第一拆”

本报讯（记者 徐舒婷）东

风吹绿草，布谷劝春耕。广袤的

土地逐渐苏醒，农民身影忙碌，

农机隆隆作响，一幅人勤春来早

的画卷已在我县徐徐展开。昨

日，2023年温州市春耕备耕暨农

业“双强行动”启动仪式在我县

金乡镇河头村举行，动员全市上

下抢抓农时、向春而行，抓紧抓

好春耕备耕工作，推进粮食增

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

“双强行动”是加快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关键举措。农

田里，大型翻耕机、无人插秧

机、机械穴直播机、侧深施肥移

栽机等在机手的操控下，稳稳

向前。农田上空，植保无人飞

机正匀速飞行，精量自动开展

播种工作……附近的农民们争

先赶来观看早稻育秧及春耕生

产农机作业情况，围在一起热

烈讨论，深入了解农业新机具。

除了最新款的农机展示，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咨询专区，

种子种苗、农业科技、惠农政

策、金融保险等 15个摊位前挤

满了闻讯而来的群众，工作人

员热情宣传相关政策，耐心解

答农民对春耕备耕和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疑问。活动通过送政

策、送信息、送服务、送科技、送

农资，将农民亟需的各类种子

种苗、化肥农资送到田间地头，

为农民带来切切实实的补助和

优惠，进一步调动农户生产积

极性，抢抓农时春耕备耕，推动

全年农业和粮食增产增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大家对农产品供给的数量、

质量和多样性都提出了更高要

求，农机农技的作用更加凸

显。利用农机作业，既能解决

农业生产用工不足问题，也能

提高效率，帮助广大农民轻松

种田、科学种田。苍南县是典

型的“七山二水一分田”，耕地

资源尤为宝贵。近年来，我县

聚焦山区农机应用需求，提速

机器换人，将丘陵山区适用农

机购置补贴比例提高到 70%，

引进番茄移栽机、分拣机，让更

多先进设施设备“武装”农业、

服务农民，让“新农机”应用得

更广，让“新科技”融入得更

深。截至 2022年底，我县县主

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率达

76.91%，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

率达 91.03%，推动农耕从“扶犁

扬鞭”向“铁牛翩翩”“蝶变”。

全市春耕备耕暨农业“双

强”行动现场推进会当日也在我

县召开，副市长王彩莲、副县长

苏海鸥出席会议。（下转3版）

曾经“扶犁扬鞭” 而今“铁牛翩翩”
全市春耕备耕暨农业“双强行动”在苍启动

本报讯（记者 林

明明）昨日，我县召

开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工作会议暨 2023
年县安委会第一次全

体（扩大）会议，进一

步动员全县上下增强

责任意识、危机意识、

担当意识，以更大决

心、更严要求、更实举

措抓好安全生产十大

攻坚行动，为全县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

和谐稳定创造更加良

好的安全环境。县长

曾仁海及县政府领导

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去年以来，我县

强势推进安全隐患

“三清”、消防安全十

大攻坚、两类场所“逐

户销号”等专项行动，

相继打赢森林防火、

高温干旱等硬仗，安

全生产事故数、亡人

数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30.8%和37.5%。

曾仁海指出，安

全生产是一项时时

“归零”的工作，各地

各部门要充分认清今

年安全生产和消防工

作形势特殊、要求严

格、问题突出的客观

事实，把思想之弦绷

得更紧，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狠抓

各项责任、措施落实，

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

线。要始终坚持关口

前移、精准识别、抓早

抓小，通过配强基层队伍、完善常态机

制、强化数字赋能，解决“谁来管”“怎么

管”“管不好”的问题，切实将风险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为高质量建设新时代浙

江美丽南大门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曾仁海强调，安全生产工作要聚焦

关键、立足全局，以重点稳带动全局稳。

各地各部门要狠抓重点领域，深入分析

本辖区、本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集中时间、资源、措施，综合施策，坚决

消除一批顽疾重症；要紧盯重点时段，

围绕节假日、重大活动等敏感节点，强

化督查巡查、会商调度，针对性抓好重

点部位、场所和薄弱环节防控，确保各

项工作做在前、做到位；要严格监管执

法，坚持刚性执法与柔性服务相结合，

强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建立安全生

产“吹哨人”机制，持续拓宽群众投诉举

报渠道，切实发挥警示作用。

曾仁海强调，应急救援是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全面

强化基础设施、队伍力量和实战演练，加

快形成“以综合救援队伍为主体、专业救

援队伍为骨干、社会救援队伍为补充、企

业救护队伍为基础”，专兼结合、优势互补、

功能齐全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确保一旦

出现险情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安全生

产是一项严肃的底线工作，也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要高效指挥调度、拧紧责任链

条、严肃督查问责，凝聚全盘统筹、全面动

员、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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