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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在中
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 21日
下午，市委书记陈卫红来到梁垛
镇敬老院，向老人们送去浓浓的
中秋祝福和诚挚问候，并代表市
委、市政府祝全市老人们节日愉
快、健康长寿。

走进梁垛镇敬老院，绿树婆
娑，丹桂飘香，处处洋溢着融融
的暖意。这里集中供养着 100
多名五保老人，当天，老人们正
兴致勃勃地坐在一起，观看义工
联 梁 垛 服 务 队 带 来 的 精 彩 表
演。陈卫红来到老人们中间，与
大家握手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
身体状况和起居情况。看到大
家脸上绽放着幸福笑容，陈卫红
十分欣慰，要求民政部门和敬老
院负责同志安排和照顾好老人
们的生活起居，丰富他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让他们老有所养、老
有所乐。走进敬老院厨房，热气
腾腾、菜香扑鼻，陈卫红仔细察
看节日期间的伙食安排，要求妥
善安排好老人们的一日三餐，让
他们吃上可口称心的饭菜，过一
个开心祥和的中秋佳节。

随后，陈卫红来到住宿区了
解老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所盼所
需。“您多大年纪了？来这里生
活得怎样？”面对书记的关切，
80 岁的杨青老人激动地说：“这
里各方面条件顶呱呱，我生活
得非常舒心！”陈卫红听后十分
满意，叮嘱敬老院负责同志要
从细微处入手，时刻关心老人
们的冷暖，让他们安享晚年、颐
养天年。陈卫红还听取了梁垛
镇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规 划 情 况 介
绍，要求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
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努力打造
环境优美、功能齐备的养老新
家园。

慰问中，陈卫红指出，近年
来，我市紧扣“融入长三角、建设
新东台”发展主题，奋力开拓“五
个新实践”，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城乡品质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持
续改善，为老人们安享晚年、颐养
天年提供了坚实保障。百善孝为
先，老年人是我们社会大家庭的
一员。全市上下要大力传承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深入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尊重老人、关爱老人、照顾老人
的良好风尚。同时要持续加大养老服务事业投入力度，加快养
老综合集聚区建设，让全市老年人共享“建设新东台”的丰硕成
果，生活更加幸福安康，一年更比一年好。

副市长孙高明参加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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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丰工业园内的感恩电子坚持智能制造引领，把 CNC 智能加工中心与工业机器人紧密结合，并
拥有先进的检测系统，全力打造智能制造“升级版”。图为工作人员对产品进行检测。 张莉琳 摄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9月20日下午，全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我市设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指出，要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各
地区、各部门要紧紧围绕乡村振兴走在前列目标，全力以赴抓
好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要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做好优势特色产
业、乡村服务业、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三业”和农业产业化、品牌
化、绿色化“三化”的文章。要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快建设现
代乡村文明，创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着力改善和保障农村民
生，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强化组织领导，逐级压实各级
各部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责任，确保乡村振兴各项任务
落地见效。

副市长孙高明在我市分会场收看收听。

我市收看全省
乡村振兴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许翰文）日前，海安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肖正明一行来我市考察智慧健康工程。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春桃陪同。

近年来，我市借力“互联网+”，建成远程会诊、
影像诊断、心电诊断、临床检验（病理）、集中消毒供
应“五大信息中心”和互联网医院，“五大信息中心”
实现区域内全覆盖，市域内就诊率持续稳定在90%
以上，基层服务占比达80%，“五大信息中心”荣获
全国基层卫生信息化应用创新大赛一等奖。

考察组一行先后到西溪景区社区卫生服务站、
市人民医院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认为我市以信息化
建设为抓手，打造智慧健康品牌，提高医疗服务能
力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海安市人大来我市
考察智慧健康工程

记者 张仁干 蔡凤军 张一峰 陈美林

在黄海森林公园半个世纪的变迁中，灵活经营
的理念始终与绿色发展相互交融。从枝叶繁茂的刺
槐到英姿挺拔的水杉，从凤尾森森的竹子到郁郁葱
葱的银杏，从苍翠雄健的意杨再到蔬果飘香的桃林
梨林，林业经济不断壮大。

黄海森林公园是一笔巨大的绿色宝藏，但最初
创立东台林场，却是出于一个十分现实的需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台发展急需木材，但求购
木材不仅需要巨额资金而且按计划供应，精明的东
台人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沿海滩涂，植树造林自给
自足。但东台人种树从一开始就没有简单地长了就
砍、砍了再长，而是很快摸索出“间伐”的路子：根据
树木发育、自然稀疏规律及森林培育目标，适时适量
采伐部分林木，调整林间密度。这样做，既保证林场

林木亩均收益逐年增高，又做到林地总量不断增加。
当年东台林场率先在沿海滩涂大面积成功培育

水杉林，同时也为改进低产林走出了成功的第一
步。较之长势扭曲的刺槐，笔直的水杉生长更快，效
益更好。东台林场通过干部集中培训后再传授给全
场职工的办法，很快普及了水杉插杆技术。场部拨
出集体土地分包给职工，鼓励全员试种——灵活经
营，发展苗木产业的意识从此在林场、在东台沿海扎
下了根。

1984年从方强农场迁来的周改珍夫妇是此举的
受益人之一。“我们来林场第二年就分得了半亩地育
苗，扦插的枝条是从大树上剪下来的，当年一株苗卖
到了2分钱，一年收入就靠近3万元。”周改珍眉飞色
舞地介绍，她和爱人通过水杉扦插育苗，给三个儿子
成了家，两个子承父业做苗木经纪人的儿子现在都
成了老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东台林场加快了低产林
改造步伐。通过引进、试栽、培育、扦插等技术推广
水杉、意杨等树种，并探索出科学合理的套种技术，
在低产林中三分之二种植意杨，其余种植水杉和银
杏，丰富了林地树种，缩短了林木收益周期，逐步构
建起林相整齐、植被完好的沿海防护林和生态公益
林体系。

如今，黄海森林公园水杉林近1.3万亩，杨树林
近1.5万亩，银杏经济林、竹林各3000亩，植物种类
达200多种，鸟类100多种，兽类近30种。

思路一活天地宽。
随着睿智的东台林工探索出越来越多的致富门

路，东台林场适时提出了“以林为主，多种经营；以短
养长，全面发展”的经营策略。这是一条既能护林更
能富民的路子。所谓短，是能迅速产生效益的经营
模式。林场在植树造林的同时，（下转第四版）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一路同行

探寻东台林工精神系列报道之三探寻东台林工精神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讯（记者 唐雅）9月21日下午，市政协召
开十四届十二次主席会议，围绕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工作视察调研、议政建言。市政协主席
鲍宇主持会议。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市
提出“全域旅游·全景东台”战略，旅游产业呈现提
质增效、持续向好、亮点纷呈、景象喜人的发展态
势。全市旅游资源日益丰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
品牌营销成效明显，获评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市、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等称号。

鲍宇要求增强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强化工作

保障，加大工作力度，拿下创建攻坚战。要在空间
布局、管理提升、“旅游＋”、基础配套上进一步压
实工作举措，实现全景化发展格局。要全方位治
理环境，全要素提升服务，实现全产业融合发展。
要以政策支持强杠杆，以挖掘内涵强支撑，以品牌
营销强磁场，确保各项创建工作落到实处。

会前，与会人员对西溪景区、城东颐居草堂和
全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视察。会上，市旅
游局就相关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政协委员围绕
旅游创建建言献策。

副主席郑静波、陈志文、焦小平、鲍家峰出席会议。

市政协召开十四届十二次主席会议

本报讯（刘进涛）9月 21日上午，“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市一小本部举
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爱东参加活动。

该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主
办，倡议全市中小学学生带动家庭共同参与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启动仪式上，受邀家长代表与孩子们
一起在活动条幅上签名，共同写下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一份承诺。

周爱东希望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文明创建
活动，争做传播文明的使者，勇当文明创建的先锋，
用文明的一言一行，来影响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文明
创建，实现培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
社区，文明整个社会的最终目的。

创文新推主题活动

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

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9月 20日，2018东台智慧互联网
产业招商暨网景区块链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城东新区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多名客商云集我市，共商智慧互联网产
业发展大计，签下一批中高端投资项目。

近年来，我市每年组织实施100项技改转型、智能升级项
目，创成一批省级智慧车间、智能工厂，“智能化”“互联网化”
已成为东台转型发展的时代强音。

此次大会，共签约项目 20个，涉及文化科技、信息科技、
教育设备、链根服务器、生物科技等多个方面。活动期间还举
办了区块链产业融合发展论坛，据该论坛透露，我市将率先开
启“百城链”区块链数据高速工程建设。

会议期间，与会客商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城东新区东湖服
务业集聚区、互联网大厦、机器人孵化中心。

市领导徐越参加会议。

百名客商云集我市

共商智慧互联网
产业发展大计

本报讯（记者 唐雅）9月21日上午，落户于经
济开发区的中南城商业综合体项目正式开工建
设。

近年来，经济开发区在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半
导体、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围
绕改善民生、提升生活品质，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
业。此次开工的综合体项目是该区提升服务品质

的又一重大布局。
中南集团是“中国500强”企业、上市公司，在

地产开发、工程建设、商业运营等诸多领域享有盛
誉。中南城商业综合体总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
10万平方米。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东台商圈
引领消费时尚、集聚八方人气的新地标。

副市长马正华出席开工仪式。

中南城商业综合体开工建设
曹燕妮 徐良观

9月 19日早上七点钟光景，位于弶溱路边的南
沈灶镇贾坝村杨龙山青椒收购点就热闹开了，前来
出售青椒的人过磅、看质定价，点着到手的钞票个
个脸上绽放开心的笑颜。

贾坝村9组贾礼仁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上了地
磅，显示为853斤，随后他熟练地把三轮车开到青椒
堆旁。“你这青椒个头儿小，还有点儿起球，每市斤
只能 1块 2角钱。你卖不卖？”贾礼仁服气地点点
头，去掉电动三轮车的重量，贾礼仁卖了410元。

“青椒长成这样是治虫关把握得不准，你看看我
家的青椒。”说这话的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只见她
两腿膝盖上都是泥，衣袖都被淋湿了。她家的青椒
个个有一拃长，弯弯的似牛角，十分惹人喜爱。

今年秋季蔬菜市场价格一直比较平稳，几次台
风过后，青椒价格稳中有升。

“青椒发向哪里？”杨龙山指着收购点停着的一辆
卡车说：“发往扬州，有时发往上海、苏州、浙江等地。”

开心的椒农

本报讯（阿萌）2018 年度省社科基金项目评
选结果日前揭晓，“戈公振戈宝权文献整理与研
究”获批为重点项目，该项目由盐城师范学院文
学院主持申报。

戈公振戈宝权叔侄是东台文化名人，在20世
纪中国文化发展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为纪念两位
杰出的乡贤，开发弘扬地方文化，盐城师院文献
学专业部分教师组成了课题组，展开相关工作。

该课题将以二人文献资料的整理为中心，从事
《戈公振全集》《戈宝权文集》编纂、二人年谱长编
编撰、研究资料汇编等，在此基础上对二人生平
事迹、文化贡献进行全面研究，撰写学术传记。

一年多来，课题组已前往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获
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拟在2020年戈公振诞生130
周年、逝世85周年、戈宝权逝世20周年之际拿出成
果，将东台戈氏文化家族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戈公振戈宝权文献整理与研究
列入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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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监督节日期间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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