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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旁观者为参与者

仙降企业斥资千万
助力小城镇建设

今年仙降将建
5 个生态停车场
新增 600 多个车位缓解“停车难”

■记者 林瑞蓉

仙降是瑞安工业重镇，有大小企业 1300 来家，规上企业 125 家，电商行
业占我市 60%份额。在经济上，仙降已经成长为一个“小伙”，但在城镇建

■记者 林瑞蓉

作为今年要通过温州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考核验收的街道之一，当下，仙降街道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值得一提的是，仙降的企业主们积极参与，他们从最初的旁观，到寻求合作，再到主动提出
更高的要求，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并参与仙降小城镇建设。据悉，为了街道更美、更靓，他们已出资近千万元，投资
建设 7 个项目。

设上尚只是一个“儿童”。由于基础设施薄弱，一系列问题随着仙降的经济
发展日益突出，停车难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引发的乱停车、道路堵塞等
问题，更是影响居民日常生活，拉低街道整体形象。
日前，记者从仙降街道镇治办获悉，作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重要内
容，今年仙降集镇 5 个村将新建 5 个生态停车场，建设 600 多个车位，缓解
集镇范围停车难问题，改善乱停车现象，通畅道路，提升街道形象。

林光村停车场入口

目前停车位严重不足
美丽院落街区设计图

企业主动要求合作寻求双赢

仙降街道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
“和谐产城、时尚鞋都”为建设目标，开展
“活力小镇”创建，按照“全面推开、分类
推进、突出重点、循序渐进”的总体思路，
制定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重点围绕“环境卫生、城镇秩序、乡容
镇貌”，每年开展“八个一”工程，精准发
力，统筹推进。金光堡河整体改造提升，
河面点缀着美人蕉、菖蒲等亲水植物，河
岸两侧杨柳依依；仙林路工业园区道路
提升，金光村工业园区道路建设，修复路
面开展绿化，大大改善了工业园区道路
与环境；镇府路立面改造，翁垟村新建滨
水公园……自 2017 年仙降发布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至今，大大
小小的项目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仙降的环
境、道路和形象。
看 到仙降的变化，企业主们不禁思

考：
改造提升后效果这么好，
我的企业也想
改造，
是不是可以与政府合作达到双赢？
第一个来寻求合作的是浙江大博文
鞋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大博文”离提升的仙林路只隔一条
街，仙林路的变化，他感受格外强烈，也尝
到了道路提升后的“甜头”。他想，能否请
街道把紧邻
“大博文”
的另一条新安工业园
区道路也改造了，
整改得和仙林路一样好。
这条道路地面坑坑洼洼多处开裂，
雨天积水晴天扬尘，严重影响园区企业
形象。但是，这一项目不在计划预算之
内。
“ 钱的问题不用担心。你们出力，我
们出钱，合作共赢。”大博文负责人说。
原来，许多大企业都承接外贸订单，外商
在确定合作对象前还要“验厂”，考察企
业的实力、环境等。因为道路原因，多家
企业流失了一部分订单。
“ 现在生意越来

越难做，企业竞争激烈，良好的周边环境
也是一种竞争力。现在只是花费一小笔
钱就可以解决，何乐而不为？”
经过前期充分准备，目前，紧邻“大
博文”的道路改造方案已经设计完毕，正
等待招标。
随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找上门。
“我们
自己弄不好就是白糟蹋钱，不如直接交给
政府整体谋划。
”一企业负责人表示。
街道镇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样
做实现了双方共赢。由街道来牵头，项
目设计能按照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
引 领 ，保 证 各 项 目 在 立 面 风 貌、线 路 治
理、环境综合治理、绿化景观打造等改造
提升上达到和谐。技术方面也有保证，
不至于白费功夫。
“ 既达到提升目的，也
能满足企业要求，还为财政省了一笔支
出。”该负责人说。

要求不断提高，参与感更强

位于镇府路的浙江人本鞋业有限公
司、浙江环球鞋业有限公司、浙江新力鞋
业有限公司的 3 幢厂房，今年早在街道指
导下，结合营商环境提升年行动，完成了
老厂房改造。但是近日企业负责人却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表示愿意企业联合出
资，将厂房周边的环境也一同提升，希望
街道设计一个方案。
对此，双方多次座谈，经过一轮轮的
沟通协调，终于制定“美丽院落街区”项
目。外立面改造，道路种植绿化，空地处
摆设座椅……该项目以建筑为点，道路为
线，区域功能为面，整体环境以点线面连
接布置，配以建筑旁绿地、道路绿化以及
地形河流资源，营造出建筑融于自然、自
然包裹建筑的氛围。据了解，该项目由街
道设计、企业出资，闹中取静建设一个“院
落”，打造一个地标性建筑。
随着小城镇环境整治不断深入，街道
镇治办负责人发现，最近来寻求合作的
“甲方”里，企业要求发生了变化：以前企
业主想着要改造提升，现在对一些已完成
的改造提升项目，不少企业主都提出要自

停车难是全市的普遍现象，对拥有
1300 多家企业的仙降来说，尤为严峻。据
统计，仅仙降集镇范围就有常住人口 9 万，
日均车流量达 8 万辆，而现有正规车位仅
3000 个左右。
车流量与车位严重失衡，是导致停车
难的直接原因。而由停车难引发的“连锁
反应”更是层出不穷。找不到车位，司机便
把车往道路上停，两侧停了，还要再停“第
二层”，道路的通行空间就这样被一点点压

缩。老 56 省道是仙降的交通要道，如无意
外，一天通常都会出现两次拥堵，熟悉路况
的老司机都会在高峰期避开这条路。而造
成这条路拥堵的主要原因就是占道停车。
据街道镇治办相关人员介绍，目前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多项街道中心工作都
涉及整治
“乱停车”问题，交警执法、文明劝
导等措施也一直在进行，但效果总是差强
人意，根源还在于停车位的严重不足。

今年将建 5 个生态停车场
近几个月来，
林光村的村民们发现，
村
里的道路通畅了许多，路况不再那么糟心，
乱停车现象也有所改善。这是怎么回事呢？
林光村是仙降街道集镇村之一，经济
发达而村面积小，林光工业区就在其内，客
商熙熙攘攘，往来频繁。但经济繁荣的同
时，也加重了道路交通负担，不宽的道路两
侧总是停满车辆，加上时常来往的物流大
货车，高峰时期路阻是家常便饭。
去年，在街道的支持下，林光村积极谋
划停车场项目，致力解决停车难问题。村
“两委”出力，企业出资，村里那七八亩空置
多年的滞留地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可提供
近 200 车位的生态停车场，缓解了该村停
车位的需求。该停车场用透气透水性材料
铺设地面，并间隔栽种树木，将停车与绿化
相结合。
“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停车场

采用
‘包年制’
，
200 个车位早就
‘售罄’
了。
”
林光村党支部书记贾道光介绍，接下来，村
里还要利用 3 亩拆后土地，
新建临时免费停
车场供村民使用，
约可提供 80 个车位。
集镇范围是仙降经济中心也是商业中
心，这里寸土寸金，停车难问题最为严峻。
为此，仙降街道积极谋划，据悉，今年金光、
仙降、下社、新安、横街等集镇 5 个村都将
新建生态停车场，预计可提供 600 多个车
位。
“加上去年已建的林光村、翁垟村，集镇
7 个村都有了停车场，总计 1200 多个车
位，将一定程度缓解集镇范围停车难问题，
改善乱停车现象。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昨日，记者联系了部分村，了解到目前
生态停车场建设都在顺利进行中。值得一
提的是，作为该村商业综合体项目的配套
设施，横街村计划建设瑞安首个立体停车
场，利用空间资源节约地面资源。

仙降举办包粽子大赛
提前庆祝端午节
美丽院落街区人本部分外立面

掏腰包，进一步绿化、美化、亮化。
“这也说明，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过程中，企业主们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
化，从开始的旁观到‘街道出力、企业出
资’，再到现在提出更高要求，这是参与建

设的表现。
”该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由街道出力、企业出资
的项目，大大小小已经有 7 个，总投资近
千万元。

仙降街道重拳整治
“四小车”
行政拘留 48 人，共查扣 771 辆车

本报讯（记者 林瑞蓉）近日，仙降街
道仙山路路口等处“冷清”了很多，往常排
队载客的三轮车都不见了踪影。今年以
来，街道综治办牵头组织飞云交警中队、
仙降派出所频繁开展联合整治，严厉打击
“四小车”非法营运。
今 年 以 来 ，仙 降 街 道 重 拳 整 治“ 四
小车”，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工作，制定行

动方案。相关单位派员组成联合执法
小队，每天高峰时间在各大路口进行查
处，查获的“四小车”均在当日送往瑞安
回收公司，杜绝司机纠缠。查处力度为
近年来最大，查扣车辆数量接近全市其
他地方同期总和，集镇区域交通秩序明
显好转。
据统计，截至 5 月底，参加行动人员

无偿主动加班达 209 人次，共开展整治行
动 113 次。查扣、拆割违法载人的三轮电
动车、摩托车 729 辆，查扣处罚老年代步
车 42 辆，收缴电瓶 394 匝，行政拘留 48
人。查获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38 例，酒后
驾驶机动车 61 例，拖移违停的非机动车
147 辆，拖移明显影响交通的机动车 41
辆，抄牌违停机动车 4572 辆。

本报讯（记者 林瑞蓉）
“我用力甩三
下，你们猜，这组包的粽子会掉几个？”
“别
掉，千万别掉啊。”台上，主持人提起一捆
包好的粽子与观众互动。台下，参赛选手
默默祈祷自己队包的粽子能躲过主持人
的“辣手”。6 月 12 日上午，仙降街道在林
光村文化礼堂举办“情浓端午·邻里情”文
化礼堂联盟大型活动，来自 6 个村的 12
支队伍参加了比赛，大家其乐融融提前庆
祝端午节。

折 粽 叶 ，放 米 ，放 蜜 枣 ，用 绳 扎 紧
……赛场上，选手们个个动作麻溜，三两
下就包好一个粽子。比赛规则很简单，
在规定时间内包粽子，包好的粽子经过
“考验”，剩下最多的组获胜。现场气氛
虽然紧张，但选手们之间互相打趣，亲友
团则在一旁加油打气，拍照留念。不少
选手表示，已经好几年没有动手包粽子
了，以这样的方式庆祝端午节，十分有意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