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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楚门镇湖滨区城郊
片的楚洲文化创意园施工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可看到土地已经夯实完
成，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打桩作业。

据了解，正在建设的楚洲文化
创意园前身是楚门的城郊老旧市
场，设施破旧、环境脏乱，且存在
消防安全隐患。借着美丽城镇建设
东风，城郊老旧市场将摇身变为楚
洲文化创意园，以延续文房桥、老
十字街的历史脉络，同时也将注入
现代元素，形成公共开放的创意文
化商业街区，全面彰显楚门这座千
年古镇的内涵和梦里水乡的魅力。

“美丽城镇是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的升级版，但是美丽城镇又并非
简单的升级，而是一次由外向内的
质的飞跃。”楚门镇美丽城镇建设办
负责人余利军介绍道，今年，楚门
镇将按照“五美”“十个一”要求，
全面整合资源，加大资金投入，全
力建设湖滨核心区，打造三个特色
圈，擦亮三张金名片，引领带动楚
门实现全域美丽，力争创成美丽城
镇省级样板镇。

漫步于楚门镇湖滨路，记者看
到这片被称为楚门“最美街区”的
地方到处彰显着小镇独特的“个
性”和浓厚的文化元素：古朴端庄
的文房桥，有着绿植、喷泉、文化
雕塑的环湖路景观带，带有休憩功
能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近年
来，楚门镇已投资近4亿元建设湖滨
核心区块，先后完成中心小学、碧
桂园等高档生活小区及美食一条街
等重点项目建设，沿街立面、大渭
渚老旧小区、楚门商城、乡贤馆、
环湖路等改造项目如期竣工，直塘
河整治、花海绿地公园建设等项目
全面完成，极大改善了周边环境。

虽说“美丽”面纱已掀开一
角，但楚门追逐“美”的脚步从未
停止。今年，将结合美丽河湖、城
市更新等工作，投资近2亿元，全面
启动直塘河美丽河湖、城市客厅、城
郊综合市场、楚洲文化创意园、文创
街区、美丽社区、美丽庭院等重点项
目建设，进一步完善硬件设施。

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
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楚门镇结合
实际，进一步扩大核心区范围，全
面丰满区域功能，打造5分钟邻里生
活圈和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在完善
硬件设施的基础上，还将文玲书
院、印象广场、便民服务中心、市
二医院、敬老院及南兴路商业街等全
部纳入湖滨核心区统一管理、统一配
置。同时，还进一步完善交通网，打
通环保路、改造楚柚路、新建青春路
等，并完成垃圾分类、“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公厕改造等工程。当前，
湖滨核心区已构成设施完备、功能完
善、条件完好的镇村核心生活圈，极
大满足了周边百姓住宿、医疗、购
物、休闲等生活需求。

除了建设湖滨核心区外，楚门
镇还按照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分
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特色板
块，打造三个特色圈。

东部区块将重点打造乡村振兴
特色圈。楚门镇将以保护东西村文
化为依托，整体开发山系水系，建
成塘垟前港美丽河湖，田岙等5个村
创建市镇级示范村，东兴岙等5个村
实施“一事一议”项目建设；种植着
1200亩无公害杨梅基地的彭宅村将主
推杨梅品牌并对其实施扶持村级集体
经济项目建设。同时，以营造林平原

绿化为突破口，以蒲田、北渚社区
（东门）、塘垟岙等村的“一村万树”
造林为载体，实施珍贵树种示范点改
造590亩、补种20亩，推进东兴岙村
创建万树示范村，蒲田村、塘垟岙
村、北渚社区创建万树推进村，用实
际行动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包括湖滨核心区块的中部区块
则重点打造智慧宜居特色圈，发挥
湖滨核心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
东方新村、西南片山后浦区块有机
更新，推进老街及小王村、直塘村
旧村改造，建设南山公园、南浦渔
舟纪念公园、龟山公园及东门占地
100亩的大型小区，为老百姓建成一
个舒适便捷、宜业宜居的生活圈。

关于西部区块，则重点打造产
业智创特色圈。楚门镇将整合南岸
文化游览区、科技产业功能区、家
居展览风貌区，创建玉环时尚家居
小镇AAA景区，建设创业服务综合
体，并开发310亩土地引进一所大型
学校。

此外，楚门镇还将擦亮“社会
治理”“文化传承”“产业创新”三
张金名片。抓好社会治理，实行政
府购买服务，进一步丰满天宜社团
青年矫正、社会治理、社区管理等
品牌项目，进社区、进学校、进养

老机构作好服务；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切实让群众享受改革发展
红利，并辐射周边乡镇；抓好文化
传承，整合丫髻山、老街等文化资
源，大力发挥文玲书院等阵地的育
人作用，竭力抓好小初高中教育，
争创省级幼儿园，初高中上线率再
创新高；推动产业创新，发挥楚洲
人才梦工场孵化作用，为企业解决
技能、人才紧缺等难题；发挥特色
小镇客厅、家具综合体等阵地，开
展各类活动，激发企业活力。

下阶段，楚门镇还将继续高质
量推进都市节点型美丽城镇建设，
建立完善以镇政府驻地为中心的舒
适便捷、宜居宜业的镇村生活圈，
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
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高
质量全面建成美丽城镇，同步高水
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切实把楚门建
设成为富有“千年古镇、梦里水
乡”韵味的美丽城镇。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传统与现
代交相辉映，既有城市的灯火繁
华，又有乡村舒适宜居的美丽城镇
新画卷正在楚门徐徐展开。

建设一个核心区 打造三个特色圈 擦亮三张金名片

楚门按下全域美丽“加速键”

本报讯 “谢谢你们上
门服务，为我们解决了大
问题。”在成功办理登记手
续后，翁阿姨的家人激动
地握住大麦屿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小郭的
手，久久都没放开。

原来，翁阿姨的父亲
于不久前亡故，子女几人
协商后想要进行分家析
产，继承老人的房屋。然
而相关的登记手续要到街
道便民服务中心不动产登
记窗口办理，但翁阿姨本
人却因病卧床无法去现
场，这让大伙都犯了难。
无奈之下，他们将求助电
话打到了便民服务中心。

得知情况后，中心及
时安排部署，派出一名工
作人员前往翁阿姨家中为

其提供上门服务。在问明
翁阿姨个人意愿，并仔细
核实她身体和意识状况
后，工作人员耐心、细致
地讲解了材料内容并指导
翁阿姨签字、按手印等。
半小时不到，继承协议完
成办理，翁阿姨一家都十
分感激。

据了解，像这种为方便
群众而开通“流动窗口”的
服务在大麦屿街道很常见。
特别是对不方便前来办理手
续的特殊群体，街道便民服
务中心就主动作为，并做到
发现问题在一线、服务群
众在一线、解决问题在一
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
一公里”，让辖区广大群众
能有更实在的幸福感。

（茹冠钦）

大麦屿

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为贯彻市“两
会”精神，进一步密切政
企联系，做好“三服务”
工作，5月 19日下午，坎
门街道邀请辖区内部分重
点企业负责人召开座谈
会，听取意见建议，研究
对策措施，凝聚各方力
量，共同打赢经济企稳回
升攻坚战。

“希望政府能加大工业
土地的开发，并对小微企
业和产业链上企业加大支
持力度，提高金融这块的
扶持。”“遇到困难，我们
办企业的要保持信心，希
望政府也一定要多鼓励企
业，给企业打气，让企业
不要失去信心。”“希望进
一步做好坎门整体规划，
打造坎门正面形象，加强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断
做优营商软硬环境。”……

会上，企业家代表畅
所欲言，除深入分析目前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企业

遇到困难问题外，还围绕
企业发展和坎门发展提了
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同
时，大家还一致认为，面
对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的
冲击，要坚持政企同心、
同舟共济，才能共渡难关。

在 阐 释 坎 门 的 精 气
神、工业发展、城乡建
设、民生实事、项目规
划、坎门品牌等情况后，
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坚
表示，政府、企业目前共
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大
家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凝
聚精气神，把坎门的经济
基础转化为优势，重新擦
亮坎门品牌，逆势突围，
再创辉煌。

坎 门 街 道 党 工 委 委
员、办事处常务副主任林
生炜则围绕企业码、乐产
码推广，各级减税降费举
措和奖励，产业转型升级
等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

（潘瑶强）

坎门

政企共商发展共克时艰

本报讯 每逢周末，前来海山大塘河边垂钓的
人越来越多，而且两岸的风光也吸引不少游客驻
足拍照。亲水宜人的景观得益于该乡长期开展的

“生态治水”工程，利用“投放食藻鱼苗”+“人
工增氧”+“沉水植物”+“挺水植物”等措施来
改善水质，实现河水自然净化。

今年，该乡还将种植水生净水植物 500多平
方米，设置曝气机 20个，放养鱼苗 5万尾，持续
做好全乡范围内所有小微水体的管控，以水生态

环境的不断优化促进全乡生态涵养能力的持续提
升。

据了解，海山乡共有河道、池塘、山塘水库
等在内的小微水体 20处，其中河道 9条，总长约
6.8公里。在做好河道日常巡查的同时，该乡还严
格落实“河长制”管理，进一步加密巡河频次，
对河道水质、沿岸雨水口、新增排污口、河长公
示牌、“四位一体”保洁机制落实等进行巡查，确
保河道、河岸卫生整洁。 （蔡莹莹 文/摄）

海海山山

作作““生态治水生态治水””文文章章绘人水和谐画卷绘人水和谐画卷

本报讯 一名村干部领衔一支攻坚队，一
名网格员承包一个片区、一名党员负责一栋
楼卫生死角清理……连日来，玉城街道全面
发力，由全体机关、村社干部组成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者放弃周末休息，全员齐压
上、整治全覆盖，助推“无违建街道”和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攻坚。
在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绿化带、公

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和重点区域，可看到志愿
者身穿“红马甲”，手持扫把、铁锹等工具着
力清除垃圾杂物、卫生死角和“牛皮癣”等。

同时，行政执法、市场监管、交通等相
关部门也加强巡查监管，清理乱搭建、乱摆
卖、乱停放、乱张贴、乱堆挖、乱拉挂等现
象，规范商户入室经营，督促商户落实“门
前三包”责任制，并对僵尸车进行清理整治。

在整治环境的同时，志愿者还对辖区居
民进行环境整治宣传、劝导堆放杂物的家庭
自觉清理、地毯式清理整顿无主杂物，使辖
区形成人人争当主人翁的“两创”氛围。

据了解，为确保“两创”持续深入开
展，玉城街道要求各村（社区）认真对照目
标任务，不断完善“两创”工作机制，推动

“两创”工作常态化开展；继续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引导广大群众更加积
极自觉参与“两创”，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局
面。 （许珊珊）

全员齐压上
整治全覆盖

玉城文明实践志愿者助力“两创”攻坚

本报讯 自开展“无违
建市”创建以来，清港镇大
力推进“三改一拆”，以拆
促改，加大专项整治行动力
度。连日来，镇相关科室加
班加点对台山楚北塘以及上
凡、王家等村的 17处违法
建筑进行统一拆除，共计面
积9500余平方米。

在现场可以看到，工
人正有序搬运清理违法建
筑内的物品，拆违人员则
卸除铁皮棚顶及四面墙
体，最后再清理垃圾。

“一定要注意拆违方
式，做到公开公正，让群众

心服口服。”镇相关科室负
责人叮嘱工作人员的同时也
表示，此次行动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旨在通过地毯
式、拉网式大排查大整治，
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楼。

下阶段，清港镇将继续
对违法建筑保持“零容忍”
态度，通过全方位、立体
化、无死角的巡查监控，对
发现的违法建筑及时有效拆
除到位。同时，还将重点推
进存量违建、自查评估点
位、企业违建等治理工作，
确保顺利通过“无违建市”
创建验收。（王煜恺 文/摄）

清港

确保“无违建市”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