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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 文/
图）盐通高铁今年年底通车，目
前已进入静态验收阶段。近段时
间以来，东台高铁站房及站前广
场等建设单位全力以赴，加班加
点推进工程进度，力求打下提前
量，为顺利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9月 16日，在东台高铁站房
和站前广场工地上，700 多名建
设者各司其职，呈现出一派繁忙
景象。站房外部，金属屋顶和外
立面树杈钢结构全部完成，被绿
色防护网包围着的站房上已竖
立起红色“东台站”标识，落客平
台的门厅也已搭建成型，站房整
体外部形象初具规模。落客平
台旁边，几名工人在吊机的辅助
下吊装栈道桥钢箱梁，以求与平
台完美衔接，让旅客进出站更顺
畅。站房内部，各条线的装修工
作有条不紊。一边，工人师傅进

行墙体砌筑，分隔出设备用房、
办公用房等功能室；另一边，几
名工人对不锈钢板进行切割、组
装，为吊顶装修作准备。在站房
与站台衔接处，挖掘机和工人开
展泥土回填作业，地面铺装同时
推进。

按照设计，站房一二层包含
候车厅、售票厅、卫生间、办公用

房、设备用房、商业区等区域，在
装修上主体风格统一，又各有细
节亮点，彰显东台特色。中铁建
工集团盐通铁路工程站房项目
部现场施工员黄春雷介绍，目
前，站房内部装修装饰与站台、
天桥、幕墙工程建设同步推进，

“装饰装修工程有望在 11 月底
全部完成。”

站前广场上，几十名工人分
工合作，全力攻坚地面造型工
程，绑扎钢筋、摊铺石子……为
即将到来的铺装做基础准备。
与高铁站配套建设的北海路下
穿工程，两侧引道已全部接通主
路，土方回填，土地平整工作正
抓紧实施，整个高铁站综合枢纽
工程正按时序稳步推进。

全力以赴推进高铁站建设

位于五烈镇的江苏
茉织华集团公司注重创
新研发，进一步加大投入
力度，打造智慧车间提升
智能水平。同时，积极开
拓国际服装市场，产品供
不应求。目前，该公司在
手订单充足，正打足马力
赶制订单满足市场需求。

记者 张莉琳 摄

扫一扫，关注东台日报、今东台微信公众号和今东台 APP

记者 史伟

从资金捐赠到消费扶贫，从结
对帮扶到深度协作，从线下促销到
线上专栏，自2017年起，市国贸集
团结对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
杨家山村，深入开展“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以民营企业的责任
与担当，温暖了杨家山村上百群众
的心。

精准发力“造血”帮扶

杨家山村地处偏远山区，自然
条件差，近百户群众分散居住在一

条十几里的山梁上，依靠传统种植
业维持生活。全村人口92户、339
人，其中贫困户68户、241人，贫困
发生率71%。简单低效的产业问题
成为村子发展的严重桎梏。

2017 年 12 月，我市党政代表
团对耀州区进行考察调研。期间，
东台国贸与杨家山村签订了东耀
企村扶贫协作框架协议，共建结对
关系，携手精准扶贫。通过实地考
察，东台国贸集团董事长缪荣春确
定了“输血”不如“造血”的产业扶
贫思路。2018年 4月，东台国贸与
杨家山村村委会签署《养殖产业扶
贫合作协议》，开展为期 3 年的扶

贫合作。扶贫期内，国贸集团将免
费提供不少于 20万元的扶贫资金
用于支持养殖产业发展，并免费为
杨家山村搭建农副产品在线销售
平台。为最大化规避养殖产业风
险，还建立藏香猪、湖羊等主要养
殖品类的保护价收购机制，覆盖全
村国定贫困人口68户、241人。

“我们村能够脱贫摘帽，离不
开东台国贸的帮扶，”眼瞅着一天
天长大的肉羊，杨家山村村委会主
任王家武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目前存栏150多只肉羊，预计明年
3月份能够出栏，这批肉羊能收入
20多万元。最近卖了几只大肉羊，

收入的3000多元已经优先给村里
13 户残疾家庭分红，人均 230 余
元。”

“以前主要靠种地、打零工为
生，收入不高，也不稳定，现在村里
把我安排到羊场，每个月能挣2600
元的工资。”杨家山村贫困户张延文
说，现在有了稳定的收入，也住进新
房，他对过上小康生活的信心越来
越足了！

近日，国贸集团董事长缪荣春
再次来到杨家山村，又捐赠5万元产
业帮扶资金，为杨家山村的产业发
展注入新动能。

(下转第三版)

跨 越 千 里 的 帮 扶
——市国贸集团扶贫耀州区杨家山村纪实

本报讯（记者 班雪凡）连日
来，西溪景区按照市委、市政府
部署要求，持续不断保持高压态
势，压紧压实串场河沿线整治工
作。

在取得何垛河沿线港务处
西侧86户签协100%、交房90%
的情况下，该区全体同志迅速转
战串场河东侧地块，充实串场河
拆迁力量，持续推进串场河拆迁
工作。截至目前，串场河沿线东
侧地块85户已完成调查评估工
作，签订协议 46 户；西侧地块

191 户完成调查评估 186 户，签
协 139户，交房 96户。此外，加
快工程推进，精心组织施工，明
确时间节点，目前已完成木桩护
坡近 400 米，绿化清障全面铺
开。

据了解，该区将对已交房屋
组织大规模拆除行动，加快拆房
进度，全面打开串场河整治通
道，全力打造串场河绿色大道，
为后期将串场河打造成为经济
之河、文化之河和生态之河提供
保障。

西溪景区压实
串场河沿线整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进涛）今年
9 月 18 日是“九·一八”事变 89
周年纪念日，也是全省防空警
报试鸣日。当天上午，市住建
局联合市人武部在文化广场开
展“人民防空 警钟长鸣”防空
警报试鸣宣传活动，向过往市
民发放《民防知识》《人防知识
问答》等宣传手册、资料，现场
为群众讲解人民防空、防灾相
关知识。

10 时整，随着防空警报响
起，相关单位迅速进入应急演练
状态。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11
个班级 560 多名学生由各班班

主任带领，按预定路线有序下
楼，快速进入人防疏散区域。在
市住建大厦，参加演练的全体人
员快步走向不远处的人防工程
进行疏散。10时 18 分，鸣放解
除警报信号，全体演习人员进行
默哀，悼念同胞，缅怀先烈。

据了解，此次应急演练主题
为“人民防空为人民，筑牢坚不
可摧护民之盾”，旨在铭记那些
苦难的岁月和挺身而出的先烈，
扩大人防在公众的知晓度和影
响力，进一步普及民防法律法
规，切实履行好防灾救灾宣传教
育职责。

“九一八”防空警报
试鸣演练举行

本报讯（记者 金莉莉）9 月
18日上午，我市专题召开会议，
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
再细化、再部署。强调要围绕

“迎国庆”开展相关专项整治行
动，营造干净整洁、和谐喜庆的
节日氛围，推动我市创文工作进
一步提质升级。

会议指出，各镇区、各部门、
各单位要以“迎国庆”为主题开
展系列专项整治，全面深化细化
创文工作。开展清洁家园专项
整治，定人定时清扫，垃圾日产
日清；开展停车秩序专项整治，
在主次干道、背街后巷等区域尽
可能增设停车区域，做到应划尽
划；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在

全面检查的同时，做好“回头
看”，进一步查漏补缺；开展绿化
亮化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及时
做好植绿补绿，确保亮灯率达
100%；开展围墙、围挡周边专项
整治，突出整治好乱堆乱放以及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同时，加
大公益广告投放和宣传力度，进
一步造浓创建氛围。

会议对入户宣传再部署，要
求进一步强化入户宣传力度，力
争做到家家到、全覆盖，把工作
做细做实，切实解决群众提出的
问题，尽最大努力提升居民满意
度。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爱
东参加会议。

我市推动创文工作
提质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