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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港泗小线沿线：

有群众反映，在清港镇双郏塘
村和凡宏村一带，存在着大量违
建，脏乱的环境不仅与清港镇主街
道的整洁干净格格不入，还影响了
市容市貌。对此近日，记者跟随市
“三改一拆”办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番
实地调查。
在位于清港双郏塘老旧工业点
的浙江圣固铸造有限公司内，记者
看到，厂房外墙上悬挂着一块印有
“出租”字样的广告布，偌大的车间

老旧工业点改造滞后

已是空无一物，厂房与厂房之间的
通道全部被铁皮棚覆盖得密不透
风。厂区后门，铸造加工产生的铁
砂堆积成了一座座“小山”。经过雨
水的冲刷，地上随处可见黑色污
水，人想要经过都无处落脚。据门
卫室的保安介绍，该公司于去年 10
月份就停止了生产，但厂房还在对
外出租。
“这个厂是翻砂的，弄起来很
脏。有时候下半夜拉产品，声音特
别 响 。” 当 地 一 位 村 民 告 诉 记 者 ，
“圣固铸造公司”建成十几年了，没
日没夜的生产作业给附近的居民造
成了不少困扰。
记者从市“三改一拆”办了解
到，浙江圣固铸造有限公司建于
2003 年，占地面积 8018.69 平方米，

厂区建筑面积 4469.9 平方米，均为
合法的建设用地，此外，由企业主
自行搭建、扩张的部分均属违法用
地。经勘测，目前“圣固铸造公
司”违法占地面积达 6366 平方米，
违法建筑面积 4822 平方米。
“厂区围墙外的建筑没有合法审
批手续，属于违法用地行为，这块
都是要整改拆除的。”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清港所所长何俊伟说道。
同样，在距离“圣固铸造公
司”不远处的玉环精博机床厂，也
存在违法搭建的情况。记者到达
时，几名小工正在低矮的铁皮棚下
进行电焊作业。负责人黄经理介
绍，厂房是他 2015 年向当地居民租
来的，而铁皮棚在其搬来之前就已
经存在。

在调查走访中，工作人员发
现，像这样私自违法搭建的铁皮棚
在泗小线沿线两侧还有很多，市
“三改一拆”办督查组组长郑新泉
说：“尤其是双郏塘村与凡宏村交界
的区块，铁皮棚随处可见，涉及面
积约有 8000 平方米。这里的部分区
块曾整治过，但后来又有很多乱搭
建‘死灰复燃’
。
”
按照 2017 年 11 月印发的 《玉环
市老旧工业点改造提升三年 （20182020） 行动计划》，双郏塘工业点和
凡宏村工业点区块目前还停留在拆
违阶段，改造进度滞后。希望相关
职能部门能把好依法用地这道闸
门，严格管控违法违规建筑，尽早
确定方案，统一规划整改。
苏一鸣 丁伟

道路泥泞出行难 市民盼尽早修缮
读者反映

记者调查
接到罗先生的爆料后，记者立

“这条路一到雨天就根本没有办
法通行。”由于没控制好车速，骑着
车的小王差点一头栽进水坑里。
开着汽车进来的李师傅也扯开
了嗓子抱怨道 ：“路上的坑也太大
了，我这个车底盘经常会磕碰到！”
由于汽车底盘高度有限，驾驶员在
经过这条路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前行。
记者随手从路边捡来了一根树
枝，插入泥水坑中粗略测量了一
下，发现路面的泥水坑深度大约在
20 厘米左右。正是因为这样的高度
差，让事故在这条路上时有发生 ，
罗先生就亲眼见证了一起。
“平时工厂上晚班的人很多，这
里又没有路灯，有一次一个女工骑
车路过时就不慎摔倒了，伤得还挺

重。
”罗先生说。
那为何如此道路，十几年来却
一直无人来管呢？为此，记者找到
了大麦屿街道了解情况。
大麦屿街道村镇建设办主任蒋
伟告诉记者：“在 20 年前，这里是一
家叫做‘玉马’的汽修厂，后来破
产之后就被国资整体收购了。再之
后就统一打包卖给了现在的这些企
业。可能当时对工业配套设施建设
这块没有要求，在打包出让的时候
道路就没有进行浇筑。
”
考虑路况差给周边企业及员工
带来很大的困扰，大麦屿街道也表
示，将会联合工业区内的企业及供
电单位共同出资，尽快修缮道路 ，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林怡 金烨鹏

□本报记者 刘斌辉 王凌轩
随着气温的逐渐回暖，水果市
场也换了新面貌，当季水果扎堆上
市，各类新鲜的柑桔、橙子等时令
水果摆满了各大商超的水果柜台 。
日前，记者走访我市各大超市了解
到，今年的春令水果价格平稳亲
民，过季水果的价格也纷纷下降。
在玉城街道渔岙好多多超市的
水果区里，销售员王建军正在整理
一批刚到货的橙子，并把橙子摆放
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超市里，刚
买完菜前来挑选水果的市民也是络
绎不绝。
“我隔三差五会来这里买水果，
现在的芒果和橙子很甜，价格也不
贵，我就多买一点。”顾客蔡女士边
挑边说。
“那些澳桔和沃柑，还有那种名
叫‘台芒’的小芒果都是刚上市
的，春节过了以后，总体来说水果
的价格都在下调，没有很贵的。”据
王建军介绍，春令水果价格比较便
宜，部分过季水果还有降价的势
头，如草莓从 60 多元一公斤降到了
40 元左右一公斤，桂圆从 40 多元一
公斤降到了 24 元一公斤。各类水果
销量都很不错，像苹果一天能卖出
100 多公斤，橙子、桔子一天的销量
也有 200 多公斤左右。
相较于价格平稳的春令水果和
价格下调的过季水果，苹果、梨等
常年热销的水果因产量降低、市场

吴晓红 摄

需求增大等因素，出现了连续涨价
趋势。“每天都在涨价，梨最早的时
候才 4 元多一公斤，但现在皇冠梨进

价就已经达到 14 元多一公斤，卖 16
元一公斤都不挣钱了。”仙人果水果
商行的销售员战艳梅表示，冬春换

季时节，人容易上火，能去热润燥
的梨是许多顾客的首选，供不应求
导致了价格上涨。

新购电器频繁故障，组织调解予以调换
一位女士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其在大麦屿街
道某电器商店购买了一台洗衣机，安装一个月后在使用中发
现脱水不干，后续洗衣机电机出现故障，维修后再次出现洗
衣机无法清洗的情况，双方就维修退换事宜协商不下，寻求
帮助。
市市场监管局回复：经办人员与商家取得联系，要求商
家说明情况并组织调解，最终经调解，商家同意调换同价值
洗衣机。

道路坑洼积水，立即予以修复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玉城街道双港
路前塘垟村村牌处有一座桥，该桥两边非机动车道路面坑
洼，每逢雨天会有 20 多公分深的积水，影响村民正常出
行，建议相关部门及时修复。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复：接到投诉后，我局第一时间安
排人员和施工单位赴现场勘查，现场将该处道路积水修复完
成。

油烟未经处理直排，责令安装设备整改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坎门海港小区
某海鲜馆，经营期间将未经处理的油烟直接排放到室外，影
响周边居民生活，要求处理。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复：坎门中队执法人员于当日到达
现场勘察，发现该海鲜馆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中队执法人
员当场对海鲜馆负责人下达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责令其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春季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世
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孩子的生长
发育在春季长得最快，是秋季的
2.25 倍。为了充分利用春季这个黄
金季节，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近
期，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小儿推拿室
推出了“春季生长贴”，吸引了不
少家长的关注。
“春季生长贴”正式推出首
日，该院小儿推拿室迎来了不少带
着孩子前来贴敷的家长，医护人员
用特别调制的膏药，仔细敷贴于孩
子后背、脚底等相应穴位，忙得停
不下脚步。
市民黄先生家有两个孩子，前
段时间检查发现都存在生长发育缓
慢问题，相比正常孩童慢了约 1
年，黄先生为此没少发愁。听说市
人民医院推出了“春季生长贴”，
能帮助孩子长个子，他立马抽空带
着孩子来到该院中医科。“我们现
在是各种方法都试试看，希望能促
进孩子生长发育。
”黄先生说道。
据了解，“春季生长贴”是一
种特制的中药膏贴，根据不同体质
的儿童，将药贴敷于相应穴位，并
配合小儿推拿，通过疏通经络和运
行气血，调整脾胃功能，改善睡眠
质量，促进骨骼与肌肉的发育，加
强小儿对疾病的抵抗能力，从而达
到助长的目的。中医科针灸推拿师
陈君丽告诉记者：“贴敷从 3 月初
一直持续到 5 月底左右，每周 1 次
穴位贴敷，8 次为一个疗程。
”
陈君丽介绍，“春季生长贴”
适用于 3 至 12 周岁的儿童，睡眠质
量差、生长发育迟缓、身高增长缓
慢的孩子，脾胃虚弱、营养不良、身体瘦弱、不爱吃饭、
易食积的孩子，以及免疫力低下、易感冒、易过敏的孩
子，都可以通过贴敷进行改善。
贴敷促进生长会不会提前消耗身高资源，导致长高后
劲不足？这是许多家长担心的问题。医生表示，孩子长高
的空间取决于骨龄，贴敷药物不会导致骨龄过快老化。另
外，在贴敷期间，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保持充足睡眠，
多做跳绳、摸高、投篮、引体向上、游泳、打羽毛球、打
篮球等纵向运动，也能够帮助达到更好的助长效果。
张馨 梁裕哲 徐怡君

市人民医院推出﹃春季生长贴﹄

春令水果扎堆上市 价格亲民销量好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楚门镇东西村
村口与一级公路交界处，该处红绿灯的摄像头探照灯较亮，
过往的司机看不清路面，影响通行，建议相关部门调低亮
度。
公安局回复：民警前往现场核查情况，已经关闭两盏灯
降低亮度。

助孩童生长﹃黄金季﹄长个子

我在大麦屿兴港工业区上班。
我们工厂门前的小路是泥土路，只
要一下雨就是“泥坑水坑来聚会 ，
车轮底盘全报废”，隔三差五有人在
这条路上摔伤，希望有关部门能帮
我们解决一下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罗先生

即驱车赶往大麦屿兴港工业区一探
究竟。在中星数控机床厂的围墙
外，找到了这条让罗先生苦不堪言
的小路——路面既没有柏油，也没
有步道石板，最近的雨水让路面遍
布着大小不一的泥水坑，让这条只
有两三百米长的道路看起来十分泥
泞。
“我们厂搬到这已经十几年了，
从那时候开始这条路就一直是这样
子。只要一下雨，这路就电动车没
法骑，车也没法开 。”罗先生埋怨
道。
就在罗先生在向记者诉苦时，
路口又驶进了好几辆电动车。由于
路面坑洼难行，这些骑车人只能纷
纷伸出脚来撑地，勉强维持车辆平
衡。

探照灯过亮影响通行，立即予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