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吉英 纪明洋）
5月24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牵动东台百
姓心弦的东台高铁站“定妆照”正式对外发布，为
下一步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目前，高铁东台站设计方案已通过中国铁路
总公司、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初设审查，
待铁总批复及后续审查程序完成，由苏北铁路工
程建设指挥部招标实施。站房原设计规模为
4000平方米，经市委、市政府多方争取，现建设规
模约24000平方米（含架空层）。

高铁东台站创意理念源于“水绿东台”，契合
我市水网发达、绿植丰茂的独特生态优势。建设
范围包含站房综合楼、旅客活动平台、站台风雨
棚、旅客跨线设施等。建筑主体采用钢筋混凝土
结构，候车厅屋顶采用钢网架结构，设置上下两层
候车室，高普合用。高速站场规模为2台4线，设
计有8米宽旅客地道、10米宽旅客天桥各1座；站
型为线侧平式站房，旅客进出站流线为上进下出，
工程拟同步改造新长铁路雨棚和站台。建成后，
市民的出行环境将得到显著提升。

我市依托盐通高铁建设布局全城。在城建方
面，谋划“高铁组团”，塑造城市发展新格局，推动
高铁站周边商贸发展；在交通方面，布局以高铁东
台站为龙头的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实现城市“东
延”。经招投标，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程泰宁领衔的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设计，含地下停车场、公交总站、站前广场等配

套设施工程，工程采取“PPP”建设模式。北海路
东延下穿铁路工程自2月开工建设以来，稳步推
进，将与综合交通枢纽同步建成。

盐通高铁是国家规划的“八横八纵”高铁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京沪高铁新通道的重要路段，全

长约158公里，其中东台境内约37公里，设计速度
为350公里/小时。盐通高铁建成通车后，东台到
上海只有“一杯咖啡的距离”，加快推动东台全面
融入长三角经济圈。

高铁东台站高铁东台站 定定妆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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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江）5
月 24日下午，我市召开农
村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推
进会，市长王旭东出席会
议并对下一步工作作部
署。

王旭东指出，近年来，
我市坚持以农村建设用地
减量化为抓手，超前谋划，
聚力攻坚，为我市重点工
程、重大项目的落地见效
以及基础设施、民生工程
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用
地保障。截至目前，已通
过上级验收复垦面积 1.91
万亩，新增耕地1.89万亩。

王旭东要求，各相关部
门、镇区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夯实责任，深度挖掘土
地减量化潜力，充分释放
土地利用空间。要扎实组
织推进，紧盯目标任务，制
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
迅速启动，挂图作战，把各
项工作做实做细。要抬高
工作标杆，拆旧地块要做
到房屋拆除、树木清理、垃
圾清运、土地平整、沟渠路
配套“五到位”，高标准复
垦种植，加强后期管护，确
保通过上级验收。要坚持
依法依规，严格执行“公告
制、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财务管理制”等五项制
度，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严格督查考核，确保土
地减量化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到位。

王旭东强调，土地减量化工作要注重“三个结合”，
切实做到与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相结合，与重点骨干道
路沿线农村环境提升相结合，与“散乱污”企业整治相结
合，在保障发展用地需求的同时，不断丰富乡村振兴战
略内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晓俊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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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一峰 陈美林 通讯员 周冬梅 沈永红

5月 22日上午10时许，江苏省万亩菜篮子基地、
上海市蔬菜外延基地三仓镇联南段，一碧如洗的蓝天
下，连片的白色大棚泛着银光。田头，停靠着一辆辆
外地车牌的大卡车，摘瓜、接瓜、挑瓜、包装、装车有条
不紊，一拨拨务工的农民忙得不亦乐乎。在田里忙着
的杜亚琴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天是这块田里的最后

一批瓜。一条 175米×7.5 米的大棚，总产量在万把
斤，毛收入铁定超过2万元。”

金津果业东台公司总经理、诺亚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许鹏直呼，东台西瓜今年卖“疯”了，东台瓜
农赚足了。西瓜不仅价格高，而且高价持续时间长。
以瓜农种得最多的8424为例，5月初上市时田头收购
价每斤大约在4元左右，到目前头茬瓜都快结束了，田
头收购价依然保持在每斤3.2—3.3元。他现场打开手

机上网翻看，诺亚农业的招牌瓜黑晶王炸西瓜在成都
超市售价16.9 元/斤，在南京卖到14.8 元/斤，北京卖
到11.99 元/斤。三仓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袁飞
掰着指头与记者算账，今年西瓜亩平产量在6000斤
以上，以平均每斤2元算，到目前三仓西瓜已到手的收
入亩平在1.5万元上下，好的肯定超过2万元了，二茬
瓜应当还有几千元收益。他兴奋地说，今年西瓜收益
已经创下新纪录了！

记者不由想起，今年早春时节在西瓜大棚里采访
瓜农，他们还很担忧，阴雨连绵，今年西瓜恐怕是不乐
观了。然而现在，除了西瓜上市晚了个把星期，西瓜
的产量、价格都没有受到影响。记者有幸与嘉宾客商
一起参加东台西瓜品鉴活动，黑晶王炸、农友小兰、味
之恋、甘美……一种更比一种甜。许鹏骄傲地说，我
们东台西瓜现在已经引领着全国西瓜种植新潮流
了。（下转第四版）

不是好瓜不上市，好瓜卖出好价钱——

东台西瓜卖“疯”了

本报讯（记者 张晨）5月23日，上海市普陀区残联来
我市考察交流。副市长孙燕春陪同。

近年来，市残联以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在
苏北苏中前列为目标，认真落实各项民生实事项目，扎
实推进 300 户低收入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任务；为
3-74周岁无业重度持证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将
成年无业肢体三级残疾人纳入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
度；为建档立卡困难残疾人家庭配置基本家用电器；不
断探索新时期残疾人社区康复工作，推动残疾人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更好的康复服务，
康复服务率达到95%。

考察组一行先后参观我市城市规划展示馆、文博馆
和黄海森林公园，详细了解我市残疾人重点民生项目和
残疾人康复救助服务规划及落实情况。一致认为，东台
市委、市政府对残疾人事业高度重视，市残联在残疾人
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成效显著，在残疾
人教育、康复、就业、文化、体育等工作中注重实际，勇于
创新，有特色、有亮点、有品牌。同时希望进一步加强两
地联系，为共同促进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作出贡献，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尽一份力。

上海市普陀区残联
来东考察交流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神，中央扫黑除恶第17督导组
近日进驻我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并于
5月24日在南京召开督导工作动员会。中央扫黑除恶
第17督导组组长盛茂林、副组长王春峰就做好督导工
作分别作了讲话，省委书记娄勤俭主持并作动员讲
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陈卫红、王旭东、崔康、许
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我市分会场收看。

盛茂林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好专项
斗争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
历史使命感、工作紧迫感。要明确目标任务，围绕政
治站位、依法严惩、综合治理、深挖彻查、组织建设、组
织领导6个方面的督导重点，聚焦问题、研究问题、解
决问题，边督边改，立行立改。要认清专项斗争处于

“深水区”“攻坚期”的复杂性艰巨性，在强化“六个围
绕”的基础上，紧盯依法严打、“打伞破网”“打财断
血”、责任担当等重点问题，全力推动解决，推动各级
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压实第一责任，各级政法机
关主要负责同志压实直接责任，各有关部门压实齐抓
共管的工作责任，共同推动江苏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
入开展。

盛茂林强调，督导组将始终带着政治责任督导，带
着为民宗旨督导，带着法治思维督导，带着问题导向
督导，带着斗争精神督导，严守纪律要求，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积极履
职尽责，敢于较真碰硬，以坚定的意志、顽强的作风圆
满完成督导工作。

娄勤俭表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作出的重大决策。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的重要指示精神，并与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起
来，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密结合
起来，深刻认识开展专项斗争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
战略意义，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认真履行扫黑除恶重大政治责任，自觉
接受中央督导检查，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把中央关
于扫黑除恶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严格落实督导工
作各项要求，切实强化工作责任，如实反映工作情况，
认真做好服务保障，全力配合中央督导组开展工作。
要以接受中央督导为契机，雷厉风行抓好问题整改，
驰而不息掀起强大攻势，标本兼治推进长效治理，把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推向纵深，为推动我省高质量
发展走在前列提供有效保障，为全国大局稳定作出江
苏贡献。

王春峰就做好督导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协
调保障等工作提出了要求。

中 央 扫 黑 除 恶 第 17 督 导 组
督导江苏省工作动员会在宁召开

我市设分会场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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