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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巨资：
山中造山 绿中造绿

灯光璀璨，飞瀑流湍，十余
米高的假山叠瀑景观，突兀地出
现在高速路出口旁。在西部一
个城市的高速出入口附近，记者
看到，道路旁建起了十余米高的
假山叠瀑群，占地近30亩，人造
水系长 100 余米。相关的中标
公告和当地政府网站显示，这一
工程投入建设资金超过 1.59亿
元。当地主要领导在 2018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称，“出入口景观
提升工程，让千年古城焕发新光
彩”。

在出入口地带打造景观工
程的现象，并不鲜见。

记者近日在沪陕高速途经
的西部省份一个高速出口看到，
不足1公里长的道路旁，工人们
正在堆土起坡、植树造绿，百余
块“景观石”依次摆放，或疏或
密，大的重达十余吨，小的也有
近千公斤重。

当地群众反映：这里是秦岭
腹地，本就山绿景美，增加这些

“山中造山、绿中造绿”的工程，
既多余，又浪费。

中部某市 2017年起投资逾
1亿元，实施城区附近高速公路
出入口景观提升项目，对3个出
入口两侧人行道以外各 30米范
围进行景观绿化、景观照明及相
关配套设施建设。根据不同颜
色，栽种不同植物。按照工程规
划，北出入口设计定位为“紫气
东来”，基调色为紫色；南出入口
设计定位为“金玉满堂”，基调色
为黄色；另一出入口设计定位为

“鸿运当头”，基调色为红色。
部分城市的“出入口景观”

改造纯属“面子工程”，受到群众
诟病。记者在西部一地采访时
看到，为遮挡农民“漏雨房”，当
地政府沿着道路口修起了“景观
墙”。“景观墙”的外立面为灰色，
部分墙基采用鹅卵石铺衬，墙体
间断采用镂空结构，用灰瓦在其
间拼成有规则的图形。“景观墙”
背后，是几户村民破旧的房屋和

院落。

攀比成风：
重复建设 劳民伤财

为了建好“出入口景观”，地
方“奇招”不断，有的造绿、摆石，
有的种花、立雕塑，还有地方上
马了电子项目。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西部某
县在正对着高速路口的位置，并
排放置三个巨大的 LED 屏幕，
分外醒目。高速公路进出口车
来车往，都要从大屏幕旁经过。

“大屏幕放在这里有什么
用？纯粹是浪费钱的形象工
程。开车进出高速路时肯定不
能看，万一有司机盯着看，还容
易引发事故。”多位受访司机不
满地说。

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热衷打
造“出入口景观”，还出现了省内
城市之间相互攀比、乡镇和村庄
开始仿效的苗头，有些地方还把

“出入口景观”人为拉长，建成
“景观大道”、“迎宾大道”。一些
地方还对道路两侧进行“拓宽增
绿”。

东部某地在高速出口附近
的景观提升工程中，将“出入口
景观”拉长至 12.5公里，耗资约
1.4 亿元在沿线实施立面整治、
夜景亮化等工程。而位于南方
省份的一处高速路出入口，不仅
对出口延伸至城市景观道南北
两侧 15米的绿化带进行了景观
提升改造，还对周边的生态公园
进行了水景等绿化提升建设。

一些地区在打造“出入口景
观”过程中，出现“挖行道树、栽
景观树”“铲水平草坪、造丘状草
坪”“刨落叶树、换常青树”等倾
向。在京港澳高速中部省份的
一个出口处附近，记者看到，道
路两侧堆起了波浪形状、大小不
一的微地形土丘，上面铺满草
皮，间隔种上榉树、银杏树等“景
观树”。当地群众反映，为了“拓
宽增绿”，此前道路两侧的法国
梧桐被挖出移植，令人惋惜。

在中部省份一高速公路入
口，记者看到，一块大约4米长、

2米高的巨石矗立，石上雕刻着
“×××欢迎您”6个大字，巨石两
旁栽有罗汉松、油松等景观松
树。通往市区方向的大道一侧，
记者沿途清点，3公里多的道路
旁竟然人工堆起了 110 多个绿
化微地形小土丘。

在一些地方对“出入口景
观”采取扩面、拉长，不断提升所
谓形象和效果的同时，有的城市
甚至提出“见缝插景”，声称“不
放弃出入口附近的任何盲区”。

记者近日在东部某地的高
速公路出入口附近看到，道路两
侧的绿化带一直延伸到市区，大
约 12 公里，两侧绿化带宽度均
有10米左右，间隔建有假山、亭
子和小型广场。记者查询信息
发现，相关工程启动于2017年4
月，当地6个高速公路出入口都
进行了“景观改造工程”。类似
情况并不少见。

值得关注的是，在“出入口
景观”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
还热衷于重复搞建设，有时仅相
隔很短时间，同一路段又开始了
新一轮的建设。

南方某区政府官方网站发
布的信息显示，2017年，为了展
示良好形象，投入 5800 多万元
对7个镇8个高速公路出口进行
了美化、绿化、亮化、外立面改
造、标志性景观等升级改造工
作 。 而 据 记 者 了 解 ，此 前 的
2013年4月，当地就曾投入资金
78 万元，种植各类花木 4 万多
株，对部分高速公路互通出入口
进行过“披花戴绿”的工程建设。

“一轮又一轮的建设，劳民
伤财。”多位受访干部群众说。

暗藏风险：
拆房占地 盲目超前

为了提高城市出入口“颜
值”，一些城市甚至大量占用耕
地、拆迁沿线百姓房屋进行景观
提升，引起群众不满。记者驱车
在中部某省份的公路探访时发
现，一些区域，沿线两边进行了
绿化提升。有村民告诉记者，地
方政府对道路两侧进行绿化时，

占用了部分村民的耕地，“在庄
稼地里栽树造绿，我们舍不得
啊。”而在不远处矗立的基本农
田保护标志牌上清楚写着：“不
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造
林”。

有的景观改造工程，拆迁了
沿路群众的房屋。中部一县发
布的信息显示，2017 年启动了
某项生态绿化工程，某路两侧绿
化带各 100 米宽，长 8.5 公里。
当地农民反映，景观绿化占用的
2000 多亩地，很大一部分原本
是农田。

记者发现，诸多地方耗巨资
大干快上“出入口景观”工程项
目，资金来源多为地方财政拨
款，或以自筹和采用 PPP模式。
业内人士和基层干群认为，一些
地方盲目超前造绿，给地方政府
带来债务风险。

以西部某县级市为例，全市
城乡人口不足 42 万人，2017 年
地方财政收入30.1亿元，而出入
口景观提升工程的招投标信息
显示，耗资超过1.59亿元。中部
一县 2017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只有 6.8亿元，而与上市公司通
过PPP项目实施的“绿化工程”，
概算投资高达2.4亿元。

南部一省高速公路环境整
治及绿化景观提升项目，以PPP
模式融资约 2.5 亿元。就在此
前，当地政协提交的一份提案
称，由于自身财力不足，多年来
当地只能通过举债来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当地出台的相关文件显示，要严
控 PPP 项目形成的政府隐性债
务。

耗巨资大干快上造“出入口
景观”，引起多位基层干部和群
众的担忧。西部某县的一位县
委书记说，当前我国仍有部分乡
村基础设施落后，然而一些地方
政府不切实际，盲目超前建“出
入口景观”面子工程，甚至不惜
举债毁田。“钱要用到刀刃上，路
是用来走的，不是看的。这样的
形象工程该管管了。”

据《经济参考报》

耗费巨资 攀比成风

高速出入口“造景”成地方新形象工程

王光英同志逝世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
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
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
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
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届中
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华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六届
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
届执行委员会名誉主席，原中国
光大（集团）总公司名誉董事长
王光英同志，因病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 21 时 28 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100岁。 据新华社

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
已发现9名遇难者
7名已救捞上岸

记者 30 日从应急管理部了
解到，截至 30日 15时，重庆公交
车坠江事故搜救工作取得突破，
救援人员在位于长江二桥上游约
28米、水深约71米处坠江的公交
车上，救捞出第7名遇难者遗体，
同时还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下潜作业已基本摸清坠
江公交车水下情况，初步了解公
交车呈 30度角前倾、车辆结构部
分受损。同时据勘测发现，水下
有乱石、乱流等危险因素，可见范
围只有1至2平方米，潜水作业难
度大、危险性也大。

据了解，坠江公交车位于水
下 71 米（压力是标准大气压的
8.5倍）处，超过一般 60米空气潜
水极限，需要使用专业氦氧的气
体配比，稍有不慎潜水员将有生
命危险。此外，潜水员在淡水中
氦氧潜水作业每次作业最长时间
为 35 分钟，需要 5 到 6 个小时来
增减压，每次作业后需休息 24小
时。

据新华社

山区深处，绿意葱葱，本就风景宜人，一些地方却在高速路出入口处道路两边刻意“栽树造绿”；有
的地方还对“出入口景观”采取扩面、拉长；有的则提出要“见缝插景”，甚至声称“不放弃出入口附近的
任何盲区”。为了此类“面子工程”，这些地方“奇招”不断、耗费巨资、攀比成风，引起了基层干部和群
众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