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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文 贲婷华

这几年，水生态给城市增添了无尽韵味，让市
民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活的惬意。

西溪景区将自然风光与古建筑融为一体，黄海
森林公园内三纵三横水系源源滋润着“绿色氧
吧”。在城市西郊建设的40多公顷人工水库，兼容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精细节水农业灌溉系统与生
态农业开发。在城区有滨河风光带，在农村水美
乡村繁花似锦。

2016年以来，全市水利投入 10多亿元。历时
4年实施泰东河清水通道工程建设，东台“母亲河”
再现原生态。综合治理川东港流域工程，实现了

“通江达海”。富安抽水站迁建、安丰抽水站改造、
新建东台抽水站，每年为东部地区提水补水6亿立
方。兴建各类防洪工程26座，增建城市内河引水提
水封闭工程，大兴圩堤达标建设、川东港沿线次高
地治理，一座座集镇污水处理厂拔地而起，集镇污
水实行集中收网处理，年处理污水能力达390万吨。

水生态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我市正沿着这一
路径抓常态抓长效。建立污控监管机制、常态保
洁机制，在城市实行“大城管”，专业化管护河道环
境，在农村全面推行“河道保洁、道路养护、垃圾清
运、绿化管护、设施维护”五位一体。建立社会宣
传机制，营造全社会关心水、呵护水的浓烈氛围。

碧水映照黄海明珠

本报讯（记者 周洪悦 通讯员 徐振海）一批新建
扩建校区投入使用，六成初中校进入盐城市中考前
三十强，5个新的教育中心即将投入使用——今年
以来，我市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大力推
进优质均衡，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教育改革发展的获
得感。

今年秋学期，总投资近9000万元的市第一小学
本部新校区投入使用，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第
一小学范公路分校扩建，比原先的校园扩大一倍，
服务半径显著延伸。市幼范公路分园和城东新区
实验幼儿园开园招生，市实验小学惠阳路分校主体
竣工，启平分校扩建工程全面启动，原四灶、海丰小
学改造的幼儿园将于明年暑期投入使用。

5个融合资源教育中心将于近期投入使用，为
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提供服务。全市“家庭教育大讲
堂”常态化开展活动，帮助数万家长优化育人理念
和家教氛围，家庭教育工作获得省级表彰。中小学
英语线上学习在城区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东
台名师课堂”“中小学生才艺展示平台”为学生在线
学习、发展特长提供新平台。

爱心助学持续推进，东台中学新增设“农行杯”
奖学金。切实做好2018年赴我市基层就业高校毕业
生学费补偿工作，各学段精准资助确保不让一名学
生因贫失学辍学。精心组织实施城区中小学生营养
午餐配送工作，各学校食堂严格执行食堂收费、每周
菜谱、伙食结余等公示制度，确保阳光透明运行。

教育惠民为百姓
带来更多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戴海
波）11 月 16 日上午，市
委、市政府举行全市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10个开工项目计划总投
资 30亿元。陈卫红、王
旭东、崔康、鲍宇等市四
套班子领导出席经济开
发区主会场活动，并为
雅森精密电子材料项目
开工培土奠基。

总投资10亿元的雅
森精密电子材料项目，
由台湾上市企业亚洲电
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亚洲电材为电子行
业细分领域领军企业，
其产品广泛应用于 5G
通讯、移动设备、汽车电
子、航天航空、车联网、
物联网等领域，长期为
苹果、飞利浦、三星、华
为等知名企业提供专业
配套服务，项目竣工投
产后，年可生产精密电
子材料 9000 万平方米，
实现销售 30亿元、利税
3亿元。

陈卫红在致辞中说，
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重
点支持发展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多年来，我市
抢抓这一重大机遇，致
力打造区域有影响的电
子信息全产业链高端基
地，一批产业龙头项目
相继落户，一批配套企
业跟进发展，迅速形成
产业集群，成为东台最
靓丽的产业名片。

陈卫红指出，精密电
子材料制造行业是电子
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整个产业链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环。雅森
精密电子材料项目的开
工建设，是亚洲电材公
司把握行业新趋势、抢
占产业制高点的大手笔、大布局。项目引进国际一流
的先进生产线及高端设备，具有高度自动化、信息化、
智能化，引领行业发展潮流，是经济开发区东区加速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水平建设现代产业园区的重
要成果，必将成为电子信息产业新标杆，为我市加快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强力支撑。希望经济开发区
和相关部门倾力当好服务项目的“园丁”，坚持靠前服
务、优质服务、高效服务，齐心协力促进项目“茁壮成
长”；希望项目投资方和建设方抢抓施工黄金期，高标
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早日竣工
投产，合力谱写亚洲电材公司在东台发展的辉煌篇
章。

台湾亚洲电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辉介绍项
目规划和未来构想。他说，多年来，我们聚焦电子材
料主业，坚持科技创新和精益管理双轮驱动，始终走
在产业高端和行业前列。为拓展发展空间，加快向更
高层次、更广领域、更大规模迈进，公司经过多方考察
比选，最终落户东台经济开发区，看中的是这里产业
基础厚实，生态环境宜居宜业，营商环境优质高效，也
坚定了我们铸就大业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将精心制
定推进计划，奋力加快项目建设，力争明年8月份竣工
投产，为东台“融入长三角、接轨大上海”，实现高质量
发展走在苏北苏中前列作出应有贡献。

当天，全市还有城东新区总投资1.2 亿元的德克
斯玛3C精密模具和总投资5亿元的和悦禾城商业广
场项目，安丰镇和润3C精密电子项目、精屯机械制造
两个亿元项目，新街镇投资2亿元的德得智慧健康岛，
时堰镇投资1.5亿元的盛丰特种合金阀门配件等10个
项目集中开工，涉及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生态农业、
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将为我市加快建设先进制造
业强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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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美林

11月 16日上午，参加2018金秋经贸洽谈会的100
多名客商踏上了相约东台的金秋之旅。

从市区出发，四辆大巴，载着客商们一路向东，品城
市规划展示馆的人文风情、看现代化企业的前沿科技、
享海边森林的清新自然。半天的考察，车马劳顿，但客
商们意犹未尽、兴致不减。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块充
满活力和希望的土地，有信心和决心在这里投资兴业。

今年以来，围绕着“五大新实践”的崭新宏图，我
市以创新和实干拓开了发展的康庄大道。1-10 月
份，全市工业经济主要经济指标持续逐月上扬，累计
完成 711.8 亿元，增长 15.6%，开票销售超亿元企业

达 91 家。以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
大健康、智慧产业为代表的“3+2+1”现代产业体系
日臻完善。

在城市规划展示馆，声影光电浑然交织，带领客
商们辗转于东台的每个时代，体味我市悠久的历史
文化底蕴、辉煌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以及充满希
望的未来。上海辰山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驻京办
主任姚斌特别喜欢这座馆里的东台味，“穿梭在展馆
中看到了东台的文化之根”，文化是一个城市最吸引
人的地方，这也是驱使他前来东台考察的动力之
一。姚斌介绍，他们专门从事影视文化发展，此次东
台之旅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影视文化上寻找到合作项
目。

经贸洽谈会，工业经济是重头戏。一百多名客商
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工业各领域的企业家，他们带着特
有的行业敏锐嗅觉远道而来，以专业的眼光考量着东台
的发展前景。

在贺鸿电子的车间里，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宜东指着正在生产的零部件向随行工作
人员详细比对产品情况。作为中国电子线路板行业质
量“全国五强”企业，贺鸿电子以先进设备生产高端产
品，引起了张宜东的极大兴趣。张宜东介绍，4年前他
曾经随同上海的考察团来过东台，当时东台的经济社会
发展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再次前来比四年前有更强
烈的合作愿望。他说，如今的东台不仅有更加完善的产
业链，而且可持续发展的空间非常大，（下转第二版）

以专业眼光考量投资兴业前景
——百名客商看东台侧记

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11月是旅游市场的淡季，
然而，市全域旅游公司却没有轻松悠闲之感。11月3
日，上海奇遇旅行社发团共150人；11月 10日，上海
阳光假日旅行社发团共252人——公司总经理朱媛赟
的记事本上，旅行社发团计划记得密密麻麻，这些旅
行社超过半数来自上海。

近年来，从市区到镇村，寻乡愁、访田园、看海潮、
听树语、逛古街、品美食，各色美景吸引着源源不断的
外地游客前来我市开展商务洽谈、个人休闲、家庭聚
会等活动，为我市景区和酒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
源。有关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我市接待游客总量
达556.7万人次，其中上海游客209.37万人次。

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是

我市吸引上海游客的两大主要优势，上海游客已经成
为我市假日旅游的主力军。定位上海生态大公园，主
动接轨上海，承接上海溢出效应，是我市旅游人新的
探索和追求。

从年初开始，我市就瞄准上海市场，进行了一系列
精准营销活动，借“上海客厅”讲好“东台故事”。一方
面在上海地铁17条线路32490块屏幕滚动播放黄海森
林公园宣传片，上线黄海森林公园广告；另一方面通过
各种活动大力推介东台旅游资源。我市向在上海发展
的东台籍精英推介旅游资源，在中国长三角（上海）品
牌博览会上设立黄海国家森林公园展馆，举办“瓜儿熟
了”旅游季上海旅游推介会、东台旅游（上海）推介会，
西瓜、发绣、丝绸、桑叶乌龙茶，（下转第二版）

上海客成为东台假日游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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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上午，参加 2018 金秋经贸洽谈会的 100 多名客商兴致浓厚地参观了部分重点企业。图为客商们在
富乐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展厅观看公司展品。刘进涛 摄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抢抓新机遇，携手创未来。
11月 16 日下午，’2018 东台金秋经贸洽谈会成功举
行，与会嘉宾欢聚一堂，畅叙友情、加强交流，深化合
作、共促发展。市委书记陈卫红致辞，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旭东主持。

陈卫红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和全市113万人民，向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她
说，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东台，既有浓缩时空变
迁的古老文化，又有焕发蓬勃活力的现代文明；既有纯
美自然生态，又有新兴经济形态；既有令人向往的诗意
栖居，又有奔腾不息的创新创业浪潮，是一片神奇生长
的土地、丰饶多姿的土地、追梦圆梦的土地。

陈卫红指出，近几年来，东台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拓
展深化，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朋友熟悉东台、关注东台、
青睐东台。携手创未来，是我们矢志不渝的选择。我
们坚持登高望远，充分依托空间载体、资源禀赋、产业
转型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推进全方位深度开放，一批央
企国企和行业领军企业抢滩东台，在产业链融合、园区

共建、科技创新等领域构建起紧密利益共享机制，形成
吸引高端要素集聚的“强磁场”。我们坚持“高轻新智
绿”方向，聚力培育发展新经济，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崛
起，半导体、机器人产业迅速取得突破，“东台智造”形
成靓丽品牌，一个千亿级规模的新兴产业集群呼之欲
出。我们追求“共兴、共荣、共赢”，对前来东台投资的
每一位客商，竭尽所能提供精准、悉心、周到的服务，画
出最美的同心圆。

陈卫红表示，东台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
家战略的重大机遇，聚焦“两海两绿”，全力深度融入上
海，全面加强与长三角发达城市的合作。同时，坚持把
绿色生态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致力打造“一带
三区”镇级功能布局，引领全域绿色转型。不久的将
来，随着盐通沪高铁建成通车，东台真正进入长三角核
心圈，东台发展必将实现重大飞跃。一路走来，还是东
台，真诚欢迎大家走进东台、融入东台、圆梦东台，共同
绘就这一壮丽图景，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洽谈会现场气氛融洽而热烈。昆山市台商协会会

长宗绪惠、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爱、
浙江钱江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建江等嘉宾纷
纷发言，盛赞东台区位交通优越、基础设施完善、投资
政策优惠、发展潜力巨大，表示将与这座创新之城、生
态之城携手并进开创新的辉煌。

洽谈会共签约项目29个，总投资65.8 亿元，涉及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机器人等多个新特产业
领域。项目的成功签约，既是我市积极践行“两海两
绿”新路径取得的成效，更是各位嘉宾对东台投资环境
的肯定和认可。

崔康、鲍宇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活动。
洽谈会前，陈卫红、王旭东分别会见了苏州工业园

区台商协会会长潘余仁、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
裁杜涛、昆山市友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益龙
等客商代表，就加强产业合作、加快项目落户、打造智
慧东台进行深入交流。要求相关镇区和部门主动加强
对接，全力跟踪洽谈，为项目早签约、早开工、早投产提
供优质高效服务，合力推动东台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抢抓新机遇 携手创未来

’2018东台金秋经贸洽谈会成功举行
陈卫红致辞 王旭东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