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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村位于大仪镇北部，曾是
经济薄弱村，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昔
日破败零落的模样已不见踪影，如
今的公路村，道路平整宽阔，庄台内
点缀着焕然一新的墙体画，盏盏路
灯新颖明亮、文化健身广场宽敞时
尚，沿村内的道路而行，恰似一幅徐
徐展开的美丽乡村画卷。公路村“蝶
变”的背后有着怎样值得探寻的“逆
袭”密码？

连日来，公路村两座工厂内，工
人们正紧张忙碌着，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这里原是公路村小学旧址，
该村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招商引资，
摘掉了经济薄弱村的“帽子”。

扬州洛奇阀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生产高端阀门的企业，产品
主要销往国内沿海地区以及中东
地区，订单不断，但扩大生产却受
到了场地限制。2018年，公路村得
知这一消息后，抢抓低效产业用地
处置契机，果断将原来的标房重新
发包，出租给这家高效、环保的企
业，标房年租金从原来的 26万元
增至 32万元。

另一处 3000平方米的标准厂
房，公路村租给了扬州艾斯万智能
机械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去年入驻
公路村后，直接进行设备安装并投
产运营，节约了建设成本和时间，年

产值可达 1500万元。
村里有了企业，

不 仅 增 加 了 集 体 收
入，还带动了村民就
业。公路村村民吴久
宏原本在市区一家企

业上班，得知家门口就有合适的工
作，选择返乡就业。扬州艾斯万智能
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林介绍：“我
们公司入驻公路村后，在本村招收
了约 30名员工，他们的工资每个月
7000元到 8000元左右。”

2017年以来，公路村因地制宜，
依托当地区位优势，将标准化厂房
建设作为摘掉经济薄弱村“帽子”的
重要抓手，大力招商引资，吸引效益
好、环保且有特色的企业进村投资，
让村里有了新鲜的造血功能。公路
村党支部书记王正玉说：“我们招商
引资过来的两家企业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现在村里面
也有了造血功能，每年租金大约 40
多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盘活闲
置资产，把可开发的资源全部利用
起来，增加村集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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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没想到
我在西藏支教已经快 9个月了，随
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顾虑早已消
散不见，想着刚来会不习惯这里的
生活，看来我想多了。”这是仪征技
师学院教师赵香莹写在日记本上的
一段话。

支教前，赵香莹无数次想象西
藏技师学院是 怎 样的 ，2019年 6
月 29日抵达西藏技师学院后，她
才知道，新校址基建还没有开始，
临时校址仍在翻修中，环境专业
建设更是一片空白，而环境专业
援藏的老师就只有她一个人，一
个人要承担一个专业的建设，赵
香莹有些害怕和犹豫，但是想到
出发时，学院领导的嘱托和鼓励，
想到学院援藏工作小组的强大和
专业，赵香莹坚定了信心，她要将
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科学的教学方
法植根于西藏。

开学在即，环境保护与检测专
业建设迫在眉睫，赵香莹克服重

重困难，经多方协调，展开市场调
研，对调研资料信息进行整理，分
析与专业相关的数据信息，总结
调研结果，研读人社部最新专业
目录，根据调研数据及西藏特有
情况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
准、专业体系。

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加班的夜
晚，2019年 9月 17日，西藏技师学
院终于如期开学。开学后，赵香莹除
了继续负责专业建设工作和正常的
课务外，还兼任学工部工作，经过多
轮次核对，顺利完成中、高职学生的
学籍注册工作，并且进行了网上自
查。为规范学工部工作，赵香莹学习
借鉴同类院校的相关制度建设，听
取筹委会制度编制
小组的修改意见，
制订完善了学工部
工作分工、工作职
责等一系列制度。

湛蓝无云的天
空，巍峨蜿蜒的群

山，遍地的牛羊……这便是很多人
心中的西藏，这里是有“世界屋脊”
之称的西藏，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但对赵香莹来说，西藏有点不一样：
高寒、缺氧、强烈的紫外线照射，莫
名的孤独、无尽的思念……“在西
藏，感冒最要命，鼻塞再加上缺氧，
难受极了。虽然有很多不适、不习
惯，但只要想到我能给这里的孩子
带来知识，我便觉得一切都值得。我
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支教，我想给
这里的孩子带来温暖，照亮他们的
世界。”赵香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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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取“3·7”福建
泉州酒店整体坍塌事故
教训，全面排查并消除
我市房屋质量安全隐
患，连日来，市住建局质
监站对全市 42个标段
在建工程房屋质量安全
进行了专项检查。

此次 检 查 按 照 建
设单位自查上报、现场
监理监督发现、质监站
抽查的工作模式，以在
建工程基本建设程序
履行情况为重点，排查
是否存在未批先建，是
否擅自变更设计图纸，
特别是影响结构安全
的重大设计变更未经
审查即进行施工的情

况和其他质量安全隐
患情况。检查人员就现
场存在的问题，要求建
设、施工、监理等相关单
位及时整改落实到位，
认真履职，严格把关工
程现场，严格履行基建
程序。

下一步，市住建局
将把工程基本建 设手
续履行情况作为一项
重点工作常抓不懈，在
平时巡查中有计划、有
针对性地加大检查力
度，强化工程建设各方
主体责任意识，进一步
推动全市工程质量安
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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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 一 步 促 进 恢
复生猪生产，坚持不懈
地抓好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保障我
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日前，市农业农村局举
办全市恢复生猪生产和
非洲猪瘟防控技术培训
班。全市年出栏生猪
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
场负责人和相关技术人
员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主讲人
向各养殖企业解读了
省、市有关促进恢复生
猪生产的相关政策举
措，围绕养殖场生猪复
养和非洲猪瘟防控、畜
禽粪污治理、生猪规模
养殖场消毒和生猪品种

改良、人工授精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讲解。此次
培训给生猪规模养殖
场的负责人打了一剂

“强心针”，为恢复生猪
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
术支撑。

下一步，在持续开
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全市各镇、园
区将分别对辖区年出栏
50~500头生猪规模养殖
场（户）进行相关技术培
训，把恢复生猪生产的
技术福利辐射到中小规
模的生猪养殖场，为完
成省、市下达的全年目
标任务奠定坚实的技术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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