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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关乎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为消除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今年来，我市各级各职能
部门结合“交通整治年”工作部
署和要求，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
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记者日
前在采访中了解到，经过近段时
间来的排查、整治，许多道路变
得“好走”了，人们的出行安全因
此多了一份保障。

整治后路“好走”了

4月24日下午，在石泉

二路原华侨医院路段一斑马

线前，时不时有行人、电动车、

摩托车从道路中间隔离绿化

带“开口”处出来，沿着斑马线

横穿马路，一些行经该路段的

车辆看到有人横穿便减速或停

车让行。记者注意到，隔离绿

化带“开口”处两侧的绿化灌木

已经被移除，取而代之的是低

矮的草皮。

“以前这里种植的灌木长势

茂盛，比较高，有人横穿时，路上

开车的人被灌木挡住就看不

到。”家住晋安小区的吴先生告

诉记者，从这条斑马线横穿过

去，很快就能到后花菜市场，加

上道路两边都是住宅区，走这条

斑马线的人不少。他多次看到

行人或电动车、摩托车刚从中间

隔离绿化带“开口”处出来，就有

车辆从面前急速而过，看着十分

危险。“绿化带的灌木挡住了视

线，谁也看不到谁，从开口出来

的速度如果快的话，很容易出

事。”好在前一段时间，他看到有

工人将隔离绿化带“开口”两侧

灌木换成了草皮，使得这段路的

交通视线一下变得比较开阔，不

管是路上的车辆还是从“开口”

处出来的行人，互相都能看得

到，安全性也提高了。

在走访了石泉二路、石狮大

道、西环路等几条主干道多处路

段，记者看到，许多隔离绿化带

的“开口”处两侧都进行了“矮

化”处理，驾车临近这些“开口”

处，在较远处便能看到是否有车

辆、行人横穿中间的隔离绿化

带。

除了岔路口处绿化带的“矮

化”，许

多 车 主

可 能 还

注意到，

近 段 时

间，市区

不 少 路

口的右转车道与直行车辆间，多

了一段分道隔离护栏，使得随意

横穿、变道、加塞等交通乱象明

显减少，路口的交通秩序因此而

得到改善。在宝岛路与龙湖路

岔路口、八七路与永安路岔路

口，记者就看到这样一段新增的

分道隔离护栏。

（下转二版）

每周关注

聚焦“交通整治年”

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四类隐患”

峡谷旅游路停车场亮灯
本报讯 夜色下的石狮，向来别有一番风情。在峡

谷旅游路东端，新建的停车场近日试亮灯，俯瞰之下，

狭长蜿蜒的旅游路如夜幕中的玉带，另一侧的游步道

和远处的城景似珠链，共同串起一块不规则造型的“银

盘子”，也就是停车场。不久后，随着塔山水库环湖栈

道等更多景点的亮灯，这片夜景将更有“亮点”。

（记者 康清辉 颜华杰）

4月25日上午，石狮湿地公
园刚刚长出秧苗的水田中，数十
只金斑鸻静静地站立在嫩绿的禾
苗间，像绿色五线谱上的音符，正
在演奏一支和谐生态田园曲。春
天的石狮湿地公园，是鸟的乐
园。这里食物丰富，环境适宜，吸
引着各种往来南北方的鸟类驻
足，有些就此转为常驻。笔者在
园内随便游走一圈，便看到了弯
嘴滨鹬、林鹬、黄鹡鸰、黑翅长脚
鹬、黑水鸡、白鹭、金斑鸻等十多
种鸟类。丰富的鸟类品种，吸引
来了许多外地观鸟人。石狮生态
环境持续向好，正在让这片美丽
的湿地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茅罗平 文/图）

本报讯 4月25日上午，泉州市

举行第二批重大项目集中“云签约”

活动。泉州市委书记康涛，泉州市

委副书记、市长王永礼，泉州市政府

副市长吕刚、朱启平出席泉州主会

场活动。石狮市委书记蔡萌芽，石

狮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春辉，石狮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拥军，以及石

狮市有关部门、镇的负责人等在石

狮分会场参加活动。

康涛表示，“云签约”活动的举

行，体现了企业家们看好泉州、投资

泉州的坚定信心；体现了政企携手

危中抢机、合作共赢的巨大合力。

本次签约的项目数量与体量并重，

高新技术与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并

举，项目生命力强、前景广阔，是泉

州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量。今年以来，泉州按照中央、省里

统一部署，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经济发展。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危中抢机需要的是企业家的

胆识、眼界，需要的是一大批逆周期

投资的大项目、好项目。各级各部

门将更加主动、贴心、靠前服务，抓

住投资重要窗口期，主动担当作为，

搭建“绿色通道”，不断创机制优服

务，点对点排解难题，推动项目早落

地、早投产、早收获，奋力夺取疫情

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

胜利”。

本次签约活动，石狮共签约5

个项目，总投资9.61亿元。具体为：

晋晖生产及研发各类PE流延膜、复

合膜和透气性薄膜等项目，总投资

2亿元，拟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和高标准的自动化生产车间以及办

公场所，用于生产新型透气性薄膜，

预计年产量可达20000吨，创造500

个就业岗位，年销售额3亿元；百川

熔喷纺织品项目，总投资3.01亿元，

拟建设生产厂房5栋，仓库、宿舍

楼、办公大楼各1栋，总建筑面积约

9万平方米，购置8条达到医疗防护

标准的熔喷材料生产线及相关辅助

设备、购置厂区生产用办公设备及

相应的运输设备，以实现年产

10000吨丙纶相关纤维材料的生

产，预计产值3~4亿元；泓海环保聚

乙烯新材料研发与生产项目，总投

资1亿元，将购置15亩（建筑面积约

8000平方米）老旧厂房，进行改造

重装，引进6条环保聚乙烯发泡生

产流水线，设立新材料研发实验室，

研发生产环保聚乙烯，预计年产值

1.2亿元；圣洁卫生用品项目，总投

资2亿元，拟申请用地80亩用于新

建厂房，主要从事婴儿纸尿裤、拉拉

裤的研发、生产、销售，预计年产值

8亿元；绿新琼脂研发项目，总投资

1.6亿元，计划用地30亩，建设厂

房，购置生产设备，研发、生产、销售

生化琼脂、琼脂糖、琼脂糖凝胶微

球，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

（记者 许小雄）

泉州市第二批重大项目集中“云签约”活动举行

石狮签约5个项目总投资9.61亿元

施划禁停标线杜绝路口乱停车
本报讯 近日，记者途经八七路看到，多个支路口

施划了黄网格禁停标线。据了解，为确保路口交通顺

畅，杜绝路口乱停车现象，市交警大队在前期启用一批

违停抓拍电子监控设施的基础上，对市区一些主干道

支路口施划禁停标线。据不少市民介绍，这些禁停标

线施划后，在路口违停的车辆明显减少了。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蔡万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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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线上线下发力 服装城客流量回升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石狮服装城走访发现，各家

店铺内一片忙碌景象，不少店员正忙着出单、配货、打

包。记者在一家服装店内看到，有几位顾客正在挑选

夏季衣裳，“与上个月相比，这个月客流量明显在恢复

了。”该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她们的销售额多

是以线上为主，线下几乎无人光顾，这段时间随着复工

热度增强，再加上气温回暖，线下采购的顾客也越来越

多。 （记者 蔡怡婷 郭雅霞）

本报讯“五一”期间是人们的
出行高峰期。为确保“五一”期间交

通出行安全，石狮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日前发布了“五一”期间交通出行

安全提示，其中包括几条危险路段、

易拥堵路段信息。

据介绍，危险路段、事故多发点

段有两条，分别为沿海大通道红塔

湾急弯路段和香江路金相路岔路

口，前者有急弯，经过时应减速慢

行；后者车辆、行人横穿现象较突

出，经过时应谨慎驾驶。易拥堵路

段有四处，分别为八七路德辉路段、

宝岛中路泰禾广场路段、永宁黄金

大道黄金海岸路口、峡谷旅游路全

段。对于这些路段，人们出行时要

合理规划线路，尽可能绕行。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张宏宜）

“五一”出行
注意这些路段 禾田鸻影

本报讯 4月24日晚至25日

凌晨，石狮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及

各派出所开展专项整治酒驾行

动，共查获醉驾案件14起。

25日0:21许，在宝岛路东村

路口，90后男子王某驾驶小车经

过时被正在该路段执勤的民警拦

下。经现场酒精测试仪测试，该

男子体内乙醇含量为 123mg/

100ml，涉嫌醉酒驾驶。民警随即

将该男子送往泉州成功医院抽血

鉴定。半个小时后，同样是在宝

岛路东村路口，执勤民警再次查

获一名涉嫌醉驾的90后男子。

该男子姓刘，安徽人，现场经酒精

测试仪测试，其体内乙醇含量为

94mg/100ml。

酒驾、醉驾容易引发道路交

通事故。为遏制事故发生，确保

我市道路交通安全，4月24日晚

至25日凌晨，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各中队及各公安派出所组织警

力，针对涉酒驾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开展专项行动。行动中，民警

在市区及沿海乡镇主干道、重要

路口等设卡检查，并强化路面巡

逻管控。

24日23∶45许，在八七路玉林
巷路口，执勤人员也查获一名90

后“醉驾男”，该男子姓张，系江

西人，被查时驾驶着一辆两轮摩

托车。现场酒精测试仪测试结果

显示，其体内乙醇含量为169mg/

100ml，已涉嫌醉酒驾驶。

据统计，在此次夜查行动中，

除了查获14名醉驾者外，公安部

门还查处数十起其他交通违法行

为的案件，其中包括酒驾9起，涉

证28起，涉牌19起，超速17起，

逆向行驶12起，不礼让行人1起，

超员1起。

（记者 林春凯 通讯员 林成龙）

石狮公安深夜行动 专项整治涉酒驾驶

本报讯 4月24日上午，市政府副市长刘艺波带领市文

明办、城管局、创城办负责人，检查我市“家园清洁”百日行动

工作进展。

检查组一行实地走访了湖滨长福社区、凤里大仑社区、

灵秀灵山村、宝盖坑东村、永宁西偏村、锦尚杨厝村、鸿山邱

下村、祥芝古浮村、蚶江莲中村，了解各镇（街道）“家园清洁”

百日行动工作进展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各村（社区）

取得阶段性成效，不少整治点将昔日的垃圾死角变成停车

场、“微菜园”、“微花园”、“微景观”，不仅整治了“脏乱杂”现

象，还塑造了景观，改善了民生。据记者了解，自2月17日百

日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扫清”房前屋后卫生死角37427

处，“拆清”简易搭盖、鸡鸭猪圈、废弃农村厕所1085处

126035平方米，“摆清”乱堆乱放问题3251处。

刘艺波强调，各镇（街道）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

求，继续落实“三清”工作，做到“扫清楚、拆清楚、摆清楚”；要

引导市民群众自觉遵守“门前三包”，常态化推进家园清洁工

作；要做好“拆后利用”，腾出的土地用途以绿化为主，切实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增强群众的获得感；要互相学习借鉴，使

“家园清洁”百日行动工作再掀新高潮，确保全市市容环境卫

生提质提档。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廖宗盛）

石狮开展“家园清洁”
百日行动工作检查

周末一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