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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班雪凡

在串场河综合整治工作
中，市政养护所以“先拆除、
后安置”的态度积极配合房
屋征收，成为首家完成拆除
的国有土地企业。

“400 多平方米的大理
石，又难挪动又费人力，多亏
了征收组帮我们排忧解难！”
回忆起拆迁过程中的点点滴
滴，市政养护所负责人直言
令他们感动的事情太多了。

市政养护所占地2000多
平方米，内有仓库主要用于
储存建筑材料、小型器械、施
工器械等，搬迁过程中，一堆
6公分厚的大理石铺装板成
了困扰他们的难题。由于大
理石存放时间比较久，外包
装带子一碰就断，想要整体
挪动基本不现实，带子一旦
断裂，大理石稍微磕掉一块，
整个铺装板就全部报废，如
果人工一块一块地挪动，又
需要支付大量的人工费，成
本快要等同于大理石本身价
格。就在事情一筹莫展的时
候，开发区串场河综合整治
指挥部得知了这个情况，随
即提出征用这些大理石，用
于开发区项目工程建设。如
此一来，既免去了大理石来
回“折腾”的风险，还为市政
养护所节省了将近5000元搬
迁成本，一举两得，双方受
益。

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这是
串场河各地块综合整治工作的真实写照。

开发区串场河综合整治房屋征收涉及居民 229
户、企业41家，沿线的19家国有土地企业，是征收工
作的重点和难点。在接到房屋征收通知后，市政养护
所所属的住建局党委高度重视，积极响应号召，无条
件服务开发区房屋征收工作，市政养护所财务人员主
动提供历史资产明细，供指挥部工作人员参考，与工
作组密切配合，及时跟踪对接，针对评估出现的问题
及时解决，目前该企业已顺利完成评估、交房、拆迁工
作，部分设备暂时停放在临时地点，等待下一步的安
置政策。

据了解，目前经济开发区振兴路北农户已全部完
成入户评估，大部分已完成协议签订，交房率近5成，
企业已评估33家，签订协议12家，交房11家；振兴路
南农户完成评估54户，国有土地企业评估工作正在有
序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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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记者 张一峰 丁然 通讯员 严从寅）9月13
日上午9时许，微风轻拂，和煦的阳光洒照在装扮一新
的楼宇上、小区里。飞捷无线电厂宿舍小区1号楼下，
社区同志带着几位师傅前来安装灭火器支架，几位边
谈家常边准备午饭菜的奶奶丢下手中的活计，跟着搭
手帮忙。“麻烦大家了。”社区同志说。“客气啥，政府帮
我们做了这么多好事，搭把手算啥呀。”

从今年始，东台镇启动实施微更新工程三年行动
计划，每年实施100项。飞捷无线电厂宿舍区的近百
户居民是首批受益者。楼长周映云奶奶领着记者看小
区里的新变化。乱搭乱建没有了，私拉乱接没有了，楼
外新喷了防水漆，围墙上绘上文明风俗画。小区入口
处，不仅增设门禁、监控系统，而且新建了保安室，新装
修的文化活动室只等活动器材到位即可开放，充电桩、
停车位等功能设施也正在规范完善之中。社区同志估
算，整个小区各项更新工程花费已经超出40万元了。

东台镇党委集体研判：文明城市创建深入推进，品
质兴城如火如荼，东台镇怎么办？镇党委在集思广益

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微更新、微治理、微服务”新理
念。百项微更新工程，直面民生关切，每一项都是在深
入走访的基础上认真梳理出来的。在重点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背街后巷和老旧小区道路破损、下水堵塞、脏
乱死角等突出问题的同时，提升居民群众特别是老旧
小区、农夹居区域生活环境，从硬化基础设施、提升人
居环境、丰富城市文明三个层面，做实做美城市“里
子”。镇党委分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高
品质提升，城市发展的短板、欠账更加凸显。据统计，
东台市区有近200个弃管小区，1190条后街背巷，103
个厕所。受疫情影响，百项微更新工程推迟至5月份
启动实施，到目前首年任务已基本完成，投入近1000
万元。

10年前尚为市郊的金海路北区域，如今已是名副
其实的城市腹地。与一座座现代时尚的高楼大厦毗邻
而居的农夹区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之痛。与金海路平行
的一中沟曾经丛生的杂草和城市生活垃圾并存，成为
脏乱差的典型。针对河道水体和两岸环境，市里、镇里

双管齐下，将河道沿线污水全部纳入城市污水管网，河
道上方修建起一座座漂亮的小桥，既美化环境，也为生
活增添便利。路南的永定巷、永胜巷等5条巷道全面
出新改造，破损的路面平整了，残缺的墙体修葺彩绘，
既美观又文明。今年78岁的黄宏书家住老煤炭公司
宿舍楼，年久失修，下水道堵塞，遇到下雨天小区里就
成了一片汪洋，小区出口处的永胜巷，围墙斑驳破损
严重，“总担心什么时候倒下来伤了人”。为此，黄爹
没少向社区反映过。“现在好了，小区下水道修好了，
巷子好看了，路边的乱堆乱放全不见了，早早晚晚出
门散步，心情也好了许多。”修葺小区、整理巷道的那
段时间，涉及到的一些居民有意见，黄爹与几位热心
居民一起，主动帮助做工作。他说，“政府出钱出力为
居民办实事，大家都要支持！”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慕卫为感慨：“过去是居民一反映就要跟着忙，
越忙群众意见越多。现在是主动找问题主动办实事，
干部群众劲往一处使，越干越有劲！”

（下转第二版）

主动作为补短板 细处着手办实事

东台镇百项微更新工程做到百姓心坎里

余卫成 陈伽健

“来，尝尝这梨。”9月 9日上午，太阳依然火辣。
正在田头拣梨装箱的何平拿着一只梨削了起来，梨皮
瞬间变成了长条落地，梨肉一入口就“化”了，正好能
解渴。

这是从陕西引进的秋黄梨，它最大的特性是产量
高、个体大、含糖多、粒子小、耐储藏。2009年，何平在
中来村附近租了30亩地，嫁接栽植了6000棵梨树，现
在每亩产量达到 8000斤以上、收入稳定在 1万元左
右。

何平是城里人，高中毕业后一直在长青瓜果市场
经营水果生意。2006年，他到陕西果农家包园拿货
时，发现了品质好、个头大的秋黄梨，经过调研论证和
学习取经，在引进600棵嫁接苗的基础上，成功实施
野梨砧木插枝技术，熟练掌握了一系列栽培管理措
施。现在，他还建立了5亩苗圃，拥有梨苗4万株，目
前中来村有6户村民接受他的技术指导，种植面积达
50亩。

何平还有个最大心愿，扩大生产规模，成立家庭
农场，新建冷库、接待中
心，申创优质农产品，将产
品直接打入广东、上海等
大型农贸市场和超市。

城里人下乡建梨园

本报讯（记者 刘煜）9月15日上午，深化文明新风
宣传教育活动暨2020年送戏下乡首场惠民演出在富安
镇坝桥村幸福小广场举行。市委常委邱海涛出席活动。

近年来，我市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打造德耀东台、书香东
台、志愿东台，道德与法律同行，德法润泽千万家庭。

活动现场设置“文明礼仪十八条”“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以案释法”等宣传展板，通过主题文艺表演
以及文明、法治题目抢答等多样化形式，引导群众学
习法律知识，提高文明意识，助力移风易俗，推动文明
新风。活动以送戏下乡为平台，进一步提升我市“德
耀东台”建设，不断增强广大群众文明观念、法治意
识，持续引导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向上向善，推
动全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助力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

2020年首场送戏下乡
惠民演出开演

生辉光电依托科技创新，大力
推进智能制造，产品远销欧美、东
南 亚 、中 东 等 4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目前，公司持续与飞利浦、欧
司朗等国际大品牌深入合作。

记者 张莉琳 摄

本报讯（记者 叶海慧 通讯员 姜海涛）“继续做好
服务工作，确保盐通高铁12月全线通车，高铁站同步
投入使用……”9月14日，市交通运输局部署“大干一
百天，努力夺取‘双胜利’攻坚行动”，利用现在至12
月中旬一百天的时间，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冲刺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

按照年初的目标计划，今年年底，盐通高铁全线
通车，高铁站同步投入使用；站前广场、落客平台和北
海路下穿等工程全面完成；229省道开放道路交通、泰
东河大桥西半幅合龙；20公里市域骨干道路完成改扩
建；70公里农村四级公路提档升级和70座危窄桥梁

改造全部完成；高铁绿色通道、旅游公路及交通干线
沿路环境提升工程等完成既定目标。前一阶段，全市
交通系统和交通重点工程参建单位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工程建设和行业发展重点任务，各工程建设有
序推进。

市交通运输局要求，全市交通系统和交通重点工
程参建单位继续保持优良作风，在常态化防控疫情的
前提下，充分利用时间，以快补晚，紧抓快干，确保各
项工程建设保质完成目标达超序时，安全生产、污染
防治、运输结构调整等行业发展重点任务和中心工作
全面完成。

交通运输局

“百日攻坚”冲刺年底目标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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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宏泰纤维科技公司专门对产
品强度和伸长率进行检测，质量大
大超越市场上现有同类长丝产
品。目前，产品供不应求，呈现产
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记者 张莉琳 摄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定于2020年 9月 18日 10时
至10时19分在市区试鸣防空警报。

防空警报信号规定如下：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
秒，反复3遍，3分钟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
6秒，反复15遍，3分钟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长
鸣3分钟。警报信号之间间隔为5分钟。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将组织防空防灾疏散演练，
请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特此通告。
东台市人民政府

2020年9月12日

东 台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9·18”防空警报试鸣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 崔冰清 夏小平）9月 15日下午，全
市年轻干部素质能力提升集中培训班在南京大学政
府管理学院正式开班，66名优秀年轻干部将在这里进
行为期五天的集训学习。

本次集训将紧紧围绕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
问题，侧重于年轻干部在政治思想、品德修养、纪律作
风、能力素质等方面的提升，采取专家教授、交流研
讨、社会实践等方式展开，帮助青年干部增强工作本
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

开班仪式上，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作动员讲话。
要求年轻干部要站位全局、应时合势，充分认识学习
培训的重要意义；要学思践悟、学以致用，切实保障学
习培训的实际成效；要严于律己、树好形象，从严遵守
学习培训的各项规定。希望学员们能以此次培训为新
的起点，不断提高理论层次和业务水平，持续燃起“争
一流、创唯一”的奋斗激情，始终保持“想干事、能干事、
干成事”的进取精神，履职尽责、担当实干，为推动东台
高质量发展走在苏北苏中前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引导年轻干部自觉向实践学习，培训班结束
后，全体学员将赴何垛河、串场河沿线房屋征收一线
实践锻炼，进一步加强学习，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全市年轻干部素质能力
提升集中培训在南大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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