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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元柱
记者 杨晓莉）7日，我市举办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为企
业与高校毕业生搭建沟通平
台，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和我市
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此次
招聘会共吸引58家企业进场
招聘，吸引求职者 500多人
次，其中大学生求职者近300
人，共有220多名求职者与用
工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
有58家企业提供1413个就
业岗位，其中适合高校毕业
生的岗位有 687 个，涉及机
械、建筑、行政、人事等行业

工种。招聘会现场，前来求
职的高校毕业生主动了解用
人单位的招聘要求，招聘人
员则热情地向大学生们介绍
招聘岗位情况，现场气氛良
好。与以往相比，今年高校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的求职人
员多于往年，大学生们不再
一味地想着去大城市找工
作，返乡就业正成为越来越
多求职者的选择。与此同
时，我市一些企业正处于转
型升级、改革创新阶段，技术
人才缺口大，从而为广大高
校毕业生回乡就业发挥才能
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昨举行
58家企业提供千余岗位

时至九月，天气转凉，我市高铁综合客运枢纽项目建设
现场依旧一副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9月2日，笔者来到建
设现场时，钢筋工、木工、水电工等工种共16个班组近500
名工人正在不停忙碌，5台塔吊、30辆渣土车、8台挖掘机在
紧张作业，每一个部位和环节都在井然有序地高效运转。

据了解，为抢抓工期，施工单位加人加班加机械，曾安

排17台打桩机同时作业，创造了我市房建项目打桩机进场
的最高纪录。针对项目建设中的技术难题，编制专项施工
方案，请专家进行评审，组织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进场施
工，确保万无一失。此外，项目组每周召开工地会议，对上
周工作总结分析，进行计划纠偏，排定下周工作计划。争分
夺秒的工作劲头、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为项目创建省级文
明工地和江苏省“扬子杯”优质工程、力争国家优质工程打
下了坚实基础。

高铁综合客运枢纽项目是高邮市2018年度“城建双
十”重点工程，是集客运、旅游、商贸等为一体的综合客运枢
纽，由市交投集团投资、建设、运营。该项目位于高邮镇、卸
甲镇境内，东依京沪高速，西靠站前路，总占地面积约380
亩，总投资约9.38亿元，计划2020年8月竣工,与高铁通车
同步投入使用，届时将成为高铁、长途、农公、公交、出租等
多模式交通零距离换乘的城市交通枢纽，也是我市对外展
示形象的闪亮名片。

高铁综合客运枢纽项目分为房建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
两大部分，目前房建工程的汽车客运站、地下商业区、修理
厂、司乘公寓等部位皆在有条不紊的建设当中；市政道路的
路基全部完成，已进入路面工程施工。截至目前，已累计完

成投资2.95亿元，占总投资的31%。
今年8月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利到施工现场慰问

施工人员时说：“大家所从事的工作是我们高邮人的梦想，希
望大家共同努力，高质量地建设好高铁。”市交投集团作为项
目实施单位，时刻牢记市委、市政府的嘱托，坚持总体目标不
动摇，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精心谋划，科学组织，以高度的使
命感和紧迫感，高标准、高效率地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全体
建设人员正加班加点、群策群力，锁定目标任务，倒排工期，
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更好、
更早地促进高邮社会经济发展、造福邮城广大百姓。

打造精品工程 铸就城市梦想
——高铁综合客运枢纽项目高效、稳步推进

交投在线交投在线

7日，来自四川成都的退休教师刘良熙、陈代玉夫妇，骑单车旅行途
经我市界首运河大码头时，被美丽的运河风光吸引，忍不住发出“高邮真
美”的感叹。据了解，为充分领略大运河文化的魅力，他们9月1日从杭州
出发，骑单车沿大运河一路北上，7日抵达高邮，他们将在国庆节前夕抵
达首都北京。

图为刘良熙、陈代玉夫妇在界首运河大码头留影。
陈朝明王林山摄影报道

□ 记者 朱亚萍

中秋佳节临近，节日市场供应和
市民消费情况如何？近日，记者走访
城区多家农贸市场、店铺及商场，探访

“舌尖上的中秋”。

月饼
承载团圆的记忆

过中秋节，月饼必不可少,它承载
着人们对于团圆的记忆 。在高邮，提
到月饼，人们自然会想到老字号的高
邮食品厂。日前，记者来到高邮食品
厂月饼生产车间，一进大门，一阵浓烈
的烘焙香气便扑鼻而来。“我们的月饼
除了搅拌馅料需要机器外，其他工序
都是纯手工制作，包括和面、包酥、配
制馅料，全部人工完成，这样做出来的
月饼口感特别，味道纯正。”食品厂负
责人俞立权向记者介绍道。

“帮我称一下，多少钱？”“椒盐的
好吃还是五仁的好吃？”在高邮食品厂
门市部，只见店里一片忙碌的景象，不
少市民都在忙着选购月饼。“过中秋
节，人们总会买月饼回去应景，所以近
期月饼销量特别好。”食品厂经理高春
梅介绍说，目前门店出售的月饼光苏

式就有9种，广式有7种，价位每只在
4元至5元之间，每日的营业额在五六
千元左右。目前，月饼已全部被预定，
预计节日前后销量将达4万斤。

除了自产自销的高邮食品厂外，
许多超市的月饼销量也很可观。在世
贸苏果超市内，记者看到，货架上整齐
地排列着一盒盒包装精致的月饼礼
盒，价格在几十元至上百元不等。除
了礼盒包装，散装月饼的种类也很丰
富。在超市二楼的货架上，堆满了各
式各样的散装月饼，每斤价格在十几
元至二十几元不等。“每天月饼的营业
额大概在六七千元左右，蛋黄、豆沙、
苏式、广式口味的月饼都很畅销。”专
柜营业员向记者介绍道。

螃蟹
节日应景需求旺

“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
泥。”目前正是螃蟹上市时，又恰逢中
秋节，小长假期间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持螯载酒，其乐融融。

据车逻镇大闸蟹养殖户钱广林介
绍，他家螃蟹养殖规模有70亩，亩均
产量180斤左右，养殖的螃蟹不仅在
实体店卖，网上销量也很大，三两规格

的母蟹价格每斤在110元左右。龙虬
镇大闸蟹养殖户张玉华告诉记者，他
养大闸蟹已经5年了，现在已经有了
自己的商标。

高邮湖大闸蟹协会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市民对螃蟹的消费量明显增多，我
市大闸蟹的养殖规模也是年年递增，
目前的养殖规模有18.74万亩，产量
达8000吨，其中本地销售量占了不小
的份额。”

时令果蔬
围坐赏月必需品

除了月饼、螃蟹，中秋节的美食还
有哪些呢？记者走进北海菜场，发现
节日所需的菱角、芋头、莲藕等时令果
蔬销售火爆，且价格较平时均有小幅
上涨，其中，芋头5元/斤、莲藕5元/
斤、熟菱角8元/斤。“这些时令果蔬虽
很常见，但中秋节晚上拜凉月公公、围
坐赏月时，却是必需品，有了它们，这
个节日过得才有仪式感。”一位徐姓市
民告诉记者，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家
手工制作了黏烧饼，黑芝麻加糖馅的，
吃起来香甜美味，这也是不少人记忆
里中秋的味道。

探访“舌尖上的中秋”

（上接1版）为进一步推动出租
车行业投身和参与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积极践行新时代文明
实践，提升出租车从业人员文
明素质、诚信意识和服务水平，
展现我市出租车行业的新风
采，市文明办、市交通运输局、
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交通
运输杯”高邮市第二届优秀出
租车司机评选活动。候选名单
及简要事迹在今日《高邮日报》
（四五版）、“今日高邮”微信公
众号平台同步推出，诚邀您填
写选票或进入“今日高邮”微信
公众号平台，为您心目中的优

秀出租车司机投票，投票截止
日期为2019年9月20日。

此次评选活动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通过推荐、
遴选、公示等程序，选取产生
30 名优秀出租车司机候选
人。评选活动将结合公众投
票与专家评审，最终评选出

“十佳出租车司机”10名，“优
秀出租车司机”10名，“提名
奖出租车司机”10名，评选出

“优秀组织奖”2个。与此同
时，此次活动还将组织幸运读
者抽奖，凡参与投票的市民将
有机会获得精美奖品一份。

我市水源地达标建设
接受省级技术核查

“交通运输杯”第二届优秀出租车司机评选活动开始啦

（上接1版）据了解，此次
书画展共展出书画作品120余
幅，展览时间从9月10日开始
至9月17日结束，为期七天。
参展作品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
形式和风格，全方位、多角度地

展现了我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了
我市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
取得的丰硕成果，展现了市乡
人大、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者
良好的精神风貌。

（上接1版）加大教育资金投入
倾斜力度、优质教育品牌引进
力度和崇文重教氛围营造力
度。他提出，为人师者，当以德
立身、德育为先；当爱岗敬业、
甘为人梯；当博学多识、以教立
身；当育人为要、仁爱为本。

王薇致辞，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是高邮推进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不忘初心，
提升教育整体水平；要志存高
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优
先发展，改善教育发展环境。

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书画展开展

高新区庆祝第35个教师节

（上接1版）专家组一行全线查勘
了两个水源地的一级、二级保护区和
准保护区，重点查看了取水口保护区
隔离防护、视频监控、水质在线监测
等现场，查阅了相关台账资料，并听
取我市水源地达标建设有关情况汇
报。技术核查组认为，我市高度重视
饮水安全，各项达标建设任务均分解
到相关职能部门，完成情况良好，成
效显著。同时，核查组建议我市加强
里运河清水潭水源地过往船舶管控，
加强水源地长效管护，建立与江都、
宝应和金湖等地的跨区域联防联控
机制，加强高邮湖入湖河道水质监
测，做好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

杨文喜表示，高邮将以此次水源地
达标建设技术核查为契机，迅速落实核
查整改意见，将核查整改意见项目化、
清单化，并一一整改到位，切实做好饮
用水源地长效管理与维护，有效保护水
源地生态环境，确保全市广大人民群众
饮上“安全水”“放心水”“优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