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3”在行动

三垛致力打造“高颜值”生态水乡
本报讯（记者 葛维祥）一年之计在

于春。连日来，三垛镇以水利工程和造
林绿化工作为重点，掀起建设美丽水乡
热潮，努力打造高颜值生态水乡。

为让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造林
绿化带来的获得感，三垛镇今年计划新
增成片造林面积 1400亩，其中珍贵、
彩色植物种植面积 700亩，植树 17.5
万株，主要进行“见缝插绿”和“三沿”
（水边、路边、田边）绿化。早在二月初，
三垛镇就开始启动实施柘垛村河北圩、
龙甘路和米仓村人字河、港河村联北
路、少游村东平河北圩、柳南村苗木基

地等处河道路道两侧绿化造林工程。绿
化过程中，三垛镇因地制宜，科学施策，
既美化环境，又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

与此同时，三垛镇大力开展水利工
程建设，并将其作为优化生态环境的重
要基础保障。今年该镇水利建设目标任
务是完成各类土方 57.3万立方米，疏
浚乡级河道 4条、7.7公里，村庄河道
45条、37公里。目前该镇已启动实施
全长 2.5公里的柳南村南浩围庄河疏
浚整治工程和长 1公里的少游村藏铁
生产河疏浚整治工程。这两项工程预计
在3月底完工。

高邮米脂深入推进扶贫劳务协作

479名米脂求职者报名来邮务工
本报讯（通讯员 徐跃亮 姜善东 记者 杨晓莉）

日前，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赴陕西米脂县，与该县人
社局共同举办高邮米脂劳务协作劳动力招聘会。招
聘会现场，479名求职者与我市 29家用工企业签
订了意向性就业协议。

陕西省米脂县共有23.6万人口，是国家级贫困
县，劳务输出是该县农村劳动力最主要的就业渠道。
为此，我市人社部门积极与米脂县人社部门对接，签
订劳务扶贫协作协议，通过帮助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
为米脂县脱贫尽一份力。招聘会上，我市传艺科技、亿
泰纺织、星浪光学、汇富金陵大酒店等29家企业，共
提供1165个就业岗位，平均月薪在4000元以上，并
缴纳社保、提供免费食宿等，吸引了3000多名当地求
职者进场洽谈，其中479名求职者当场报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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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房出租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建投集团定于

2018年3月22日上午十点在高邮市文游中
路 98号对通湖路 103-4、103-5、103-6号
整体进行公开招租，面积约为 114㎡，年租金
参考价 6.8万元，租期四年，租金一年一清，
竞租保证金5万元。具体招租细节及要求参
见招租单位招租须知。

有意者请于2018年3月22日上午九点
前（节假日除外）到高邮市建投集团五楼 503
办公室办理报名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 3月 13日至 3
月21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文游中路98号
咨询电话：0514-84604320（黄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翟女士）

高邮市建投集团
2018年3月13日

2018我市自行车骑游活动正式开启
春暖花开，又是踏青好时节。3月 11

日，市自行车协会的会员们卸下冬装，开启
了他们 2018年第一骑———4个小时、80多
公里高邮湖堤骑游。此次活动也是为今年5
月 13日的第九届环高邮湖自行车赛做预
热宣传。70多名骑友一路欢声笑语，像旅
游，像过节，感言发自内心：“不是骑车，哪能
看到这么美丽的高邮湖风光！”

“活力 18，乐在骑中”。记者了解到，目
前我市自行车协会注册会员共 248名 16
支小分队。从今年 3月份开始一直到 10
月份，市自行车协会将会在每个周日定期
组织一场骑游活动。协会秘书长阚强表
示，在协会的带动下，高邮全民健身的氛
围已经越来越浓烈，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也
越来越多。“我们要让想骑行的会员都能
找到活动，要让大家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
数不断提升！”

阚强 张洪庆体育专栏

18条河道今年告别“黑臭”
本报讯（记者 周雷森）亿泰东渠完成

清淤，先锋河完成水下工程施工，新畅路
西河完成水下清淤，香沟河东段完成规划
方案，腰庄河整治提前开工……记者日前
获悉，为切实改善水生态环境和城乡居民
生活环境，今年我市将进一步加大黑臭水
体综合整治力度，年内 18条河道将告别
“黑臭”。

根据《高邮市城乡黑臭水体综合整治
方案》，2018年列入黑臭河道整治任务的
18条河道中，城郊区 7条，分别为：水投

公司实施的腰庄河、先锋河，高邮镇实施
的香沟河东段，城南经济新区实施的新畅
路西河、亿泰东渠、张庄庄台河、浩芝河；
乡镇、园区 11条，分别为：城南经济新区
实施的车逻大河、北墩河、镇区排河，龙虬
镇实施的塔院12组庄台河，临泽镇实施
的临泽镇前河，卸甲镇实施的董家河、硬
塘河、印家河，高新区实施的唐营引排河、
西排河，甘垛镇实施的三郎庙村五组河
等。18条河道计划总投资 2.36亿元。此
外，今年我市将启动苗圃河、南澄子河中

段两条黑臭河道整治的前期工作。
据了解，今年整治的 18条城乡黑臭

河道中城区部分已列入城建“双十”重点
工程中实施，未列入城建“双十”重点工
程的整治河道，相关部门已与实施整治
的乡镇、园区就整治标准等进行了充分
对接。

春运昨落下帷幕———

我市陆路运送旅客约70万人次
本报讯（通讯员 殷建荣 记者 葛维祥）为期 40

天的春运昨日落下帷幕。记者从市春运办了解到，
今年春运期间，我市陆路共安全运送旅客约 70万
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4.5%，圆满完成了春运工作
任务。

据统计，今年春运期间，我市共投放营运客车
699辆、计 18998座，其中班车 252辆、计 10865
座；高峰期应急运力 24辆、1090座；城市公交车
116辆、计 7188座；出租车 337辆、计 1685座，为
营造“便捷春运、温馨春运、平安春运、诚信春运”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我市把春运安全作为头
等大事来抓，认真贯彻落实运输安全管理的各项规
定，围绕“人、车、船、站、路、渡”等部位，严格落实安
全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做好安全运输工作，有效保
证了春运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12日，市农机局联合市消协在卸甲镇文体中心广场举办“送农机送科技送服
务送政策”下乡暨农机“3·15”活动。市农机局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了《选购农机
注意事项》《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等宣传手册，并现场演示了新农机的使用
方法；市消协工作人员向群众讲授了消费维权方面知识，受到大家的好评。

图为无人植播机演示现场。 张晓晖 摄

“乡村振兴战略”交通先行
三年内镇村公路完成提档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邮路宣 记者 葛维祥）
近日，记者从市公路站获悉：从今年起，未
来三年，我市将改造升级镇村公路 300公
里，至 2020年镇村公路全部达到双车道
四级以上公路标准。

据介绍，我市共有镇村公路 510公
里，目前已达到双车道四级以上标准的公
路有 210公里，余下部分从今年起到
2020年每年改造提升 100公里。该项目
将作为我市乡村振兴的重点项目，由市农
村公路管理办公室统一规划。按照农村公
路分级管理的原则，各乡镇园区政府为乡
村公路提档升级的责任主体，负责具体实
施；市公路交通部门按工程序时进度定期
督查，并加强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提档
升级建设资金，以财政性资金投入为主，
列入市乡财政预算，不足部分由乡财政安
排配套资金解决。同时，鼓励农村通过村
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支持改造升级工程，并鼓励社会力量捐
资捐建。

我市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 曹萌 记者 翟甜甜）春季开学以

来，为保障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市教育局，对全市 122所学校食堂开展食
品安全检查。

检查过程中，市市监局充分运用“互联网+”技
术，在全市所有学校建立起“明厨亮灶”监控系统，监
管人员和普通用户随时随地可通过手机APP查看后
厨操作情况，最大程度保障了广大师生的知情权。此
次检查还邀请了学生、家长代表走进食堂后厨，实行

“你点我检”检查模式，对相关食材进行现场快速检
测，快速公布结果，快速进行处置，进一步增强了食品
检测工作的靶向性和针对性。据了解，目前，我市中小
学食堂量化等级评定均达到 B级以上，其中 A级达
31%，食堂食品安全指数进一步提升。

一男子以假房产证诈骗他人10万元
警方立案侦查一举抓获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杉 记者 杨晓莉）
犯罪嫌疑人张某因资金周转紧张，以一本伪
造的房产证作抵押，诈骗同村人王某 10万
元后“人间蒸发”。日前，犯罪嫌疑人张某被我
市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去年 10月 20日，市公安局车逻派出所
接到被害人王某报警称：2017年10月初，同
村人张某与其联系，以一套商品房的房产证
做抵押，向其借款 10万元，并承诺 10天后
一次性还清。考虑到都是同村人彼此熟悉，又
有房产证抵押，借款时间又短，王某便爽快地

将10万元借给了张某。借款到期后，王某联
系张某要求其偿还借款，但张某却“失踪”了。
王某便将张某用于抵押的房产证拿去查询，
发现该房产证是假证，于是向警方报案。

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经
查，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假房产证
骗取他人 1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犯罪，遂
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本月 7日晚，警方在
苏州某地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张某对
其诈骗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我是雷小锋”义卖现场火热
本报讯（记者 翟甜甜）11日上午，由

团市委主办的第三届“我是雷小锋”旧物爱
心义卖会在世贸国际广场火热举行，来自
全市 9个学校的 80多名“雷小锋”青少年
志愿者带着从学校收集来的书籍、玩具和
绿植等物品，在活动现场进行义卖。

此次活动旨在弘扬“雷锋精神”，将“雷锋
精神”根植于青少年的内心。义卖活动不仅让
孩子们体验到奉献的快乐，而且增强了团队
合作意识。据悉，此次义卖活动共筹得义卖
金3.4万余元，款项将全部用于我市最贫困
家庭青少年帮扶和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

高邮镇重点项目工程房屋征收工作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文哲 记者 翟甜甜）

日前，高邮镇召开盐河东岸（二期）及周边城
中村和通扬线航道整治高邮镇段及周边改造
工程房屋拆迁工作动员会，这标志着高邮镇
今年重点项目工程房屋征收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拆迁工程涉及 3个村共
555户，数量多、规模大、任务重、情况复杂。

此前，市房管部门牵头组织开展了红线范围
内的调查评估工作，制定了拆迁预算实施方
案，召开了拆迁听证会，广泛听取群众的意
见，并最终落实丰泽臻源、丰泽鸿园、学士
园、福人居、清水苑、健民花苑等6个小区作
为安置房源。此次会议进一步解读了房屋征
收（拆迁）补偿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