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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祈福迎新、观演游园、观光游
览……热闹的七天春节假期已经结束。2月10日，记者
从市旅游局获悉，春节期间，我市主要旅游景区（点）接
待游客逾16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近5.6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47.8%和49.1%，旅游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
喜人景象，旅游舒适度、文明程度以及游客满意度不断
提高，全市旅游业迎来开门红。

宣传引导给力，便民惠民畅游。节前，市旅游局专
题汇编了“春节假期，到东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景区活动集萃，在扬子晚报、盐阜大众报、东台日报、
东台旅游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宣传，预热启动春节市
场。节前节中，市旅游局和各大景区充分利用微信平
台做好旅游宣传，适时推送市场讯息，引导游客出
游。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央视《传奇中国节》栏目组走
进东台，将东台丰富的年俗活动展现给全球观众。在
旅游惠民上，今年的“2019迎新春·市内免费一日游”，
市民和游客的参与度较往年增幅较大，共组织了近

900名游客畅游东台，活动内容丰富、讲解生动、服务
细致、安全有序，得到了广大市民和回乡亲友的一致
好评。

优质旅游助力，景区人气爆棚。春节期间，景区人
气鼎盛，“灯会”“庙会”交相辉映，营造出浓郁的节日氛
围。市区巡游踩街乐融融、喜洋洋，引来广大市民群众
欢乐参与。西溪景区大型实景演出《天仙缘》一夜火遍
大江南北，国际大马戏也是人气火爆，再现去年一票难
求的盛况。逛庙会、尝美食、看马戏、敬古塔，吸引了不
少上海游客来东台西溪过大年。黄海国家森林公园举
办“黄海大拜年”新春系列游园活动，集福卡、送大礼，
游客参加景区“情侣木工体验”“森林探险攀岩”“全家
福”等活动，赢取木屋、温泉、科普馆5D影院体验券，吸
引大批游客前往参与，景区人潮涌动，年味十足。

民俗文化加力，旅游年味添彩。春节期间，各大景
区张灯结彩，喜迎新春。以大小灯笼、中国结、红福、对
联为元素的中国年挂饰，为各景区穿上节日的盛装。安

丰古镇民俗表演、戏曲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活
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市民；甘港老家“相约甘港，乐到
老家”民俗闹新春、寻年味·忆老家、互动游戏、梦回童
年·寻找童趣、歌舞表演、戏曲表演等精彩纷呈；龙王古
寺、海春塔苑新年撞钟祈福游客络绎不绝；各大星级旅
游饭店特色年夜饭火爆异常。

服务保障有力，安全文明有序。节前，市旅游部门
深入分析旅游安全形势,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审
批、谁负责”落实好重点场所、重大活动安全责任，做好
安全应急预案，对旅游景区（点）、星级酒店、旅行社等
旅游单位进行了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对安全问题整改
情况进行了督查，确保隐患整改到位，万无一失。同
时，针对春节期间天气和人流特点，做好出游信息的发
布和安全提示、警示工作，引导游客出行。同时，加强
应急值守和巡查，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春节期间，全
市无旅游安全事故发生，无旅游投诉，全市旅游市场井
然有序。

年味浓人气旺 我市春节旅游市场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朱江）春来东台凤还巢，情归桑梓创
大业。2月 10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在市体育馆举行
2019年“乐业家乡·创响东台”新春就业创业洽谈会。
市委书记陈卫红，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旭东等专程来到
现场，详细了解就业创业洽谈情况，向广大用工企业和
求职者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一年一度的新春就业创业洽谈会是市委、市政府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用工企业和就业创业者搭建的最大
交流平台。从腊月二十一起至正月初九，我市实行市镇
联动，陆续举办19场招聘会。当天的主场招聘活动无
论是参会企业数，还是提供的岗位数均超过了往年，设
有招聘洽谈、创业宣传咨询、用工信息推介、创业培训
大讲堂四大板块。全市共有215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
就业岗位12066个，涉及电子信息、新能源、机械装备、
新材料、大健康、智慧产业等各个领域。

上午9时30分，陈卫红、王旭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
来到现场，看望慰问工作人员，了解就业创业洽谈情
况。领胜城科技、磊达集团、富乐德新材料等市重点
企业的展位前人气爆棚，陈卫红走进他们中间，与企

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与求职的大学生们亲切交谈，仔
细询问岗位需求和应聘情况。看到今年求职人员学历
层次上升，年龄结构下降，得知是家乡的巨变坚定了
莘莘学子返乡就业创业的决心时，陈卫红十分欣慰。
她说，过去的一年，全市上下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扎
实推进“五个新实践”，发展动能、城乡品质、生态环
境、公共服务持续增强，为广大就业创业者提供了更优
的载体平台。热忱欢迎每一位在外创业、工作、求学的
乡友回家创业就业，守护亲情，报效桑梓，共同创造幸
福美好生活。

洽谈会现场，“退役军人招聘区”几个大字分外引人
注目，18家企业为退役士兵“量身定做”444个就业岗
位。看到工作人员主动向前来咨询的退役军人介绍企
业情况，帮助填写个人信息时，陈卫红非常满意。在残
疾人招聘区，了解到10家企业提供了内勤、试验员、保
管员等195个岗位时，陈卫红感谢招聘企业为残疾人就
业所作出的贡献。她要求相关部门强化精准服务，提供
有针对性、多样化的岗位，让退役军人、残疾人切实体
会到家乡温度。

在用工信息推介区，重点企业“二维码”墙吸引了众
人眼球，拿起手机扫一扫，企业招聘信息就一目了然。
陈卫红对此予以肯定，要求加快推进创业创新平台建
设，形成要素齐全、功能完善、合作开放和专业高效的
创业创新服务体系，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陈卫红指出，各镇区、各部门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以众多“利好”政策撬动创业，支持大学生、返乡
人员、退役军人、科技人才等重点群体在科技孵化、生
态旅游、智慧农业等领域大显身手。要牢牢把握就业主
导方向，坚持产业升级与扩大高质量就业同步推进，通
过发展更多先进制造业、新兴服务业项目，拓展就业空
间，加强就业保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建设“强富美高”新东台提供有力支撑。

当天的洽谈会供需两旺，截至记者发稿时，共有近
万人进场招聘、求职和咨询，达成就业意向3289人次，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1181 人次。另有 206 人次退役军
人、53人次残疾人达成就业意向。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晓俊参加活动。

市委市政府举行新春就业创业洽谈会
陈卫红王旭东察看洽谈会现场

图为2019 年“乐业家乡·创响东台”新春就业创业洽谈会招聘现场。 刘进涛 邹洪喜 摄

本报讯（记者 陈美
林）瑞犬辞旧岁，金猪迎新
春。2月 6日，正月初二，
一年一度的“美丽东台·民
俗闹春”大型巡游踩街活
动如期上演。舞龙、舞狮、
打连厢、花船、腰鼓、秧歌
等一个个民俗表演方阵争
奇斗艳，你方唱罢我登场，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了
一道新春文化大餐。

今年的踩街活动以
“强富美高”为主题，分成
“强·龙腾盛世”“富·鼓乐
祥 和 ”“ 美·全 景 东 台 ”

“高·激情跨越”四个篇
章。上午九时，由三辆花
车和 16 个代表队组成的
表演方阵身着节日的盛
装，从西溪古城广场出发，
沿宁树路至望海西路、海
陵中路，终点到广场路，并
在农商行、国贸十字路口
和市民广场南侧3处节点
停留，为市民和游客们奉
上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表演。整个队伍长数百米，
一路走来，锣鼓喧天，沿途上万群众扶老携幼跟着

“巨龙”“雄狮”和花车游走，一派喜庆热闹气氛在街
头巷尾散开。

据悉，今年的民俗巡游踩街活动已经是第七届
了，作为我市百姓心目中的春节特色文化品牌，今
年的演出依旧延续往年的风格，从群众的需求出
发，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展演，从而在弘扬
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营造出欢乐祥和的节
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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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顾敏 唐雅

“为美丽家乡东台喝彩，真是太棒了！”
“古老的传说，现代的文明。让东台走向世界，让

世界了解东台!”
“古老的传说，东台西溪现，央视全球播，传统年味

浓，董永七仙女，西溪天仙缘，中国爱情海，全球在关
注，我的大东台！”……

春节期间，一则中央电视台全球直播西溪古镇新
年俗的消息在朋友圈广泛转载。无论是旅居外地奋斗
打拼的思乡者，还是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见证人，都为
家乡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2月4日下午3时许，西溪景区管委会三楼会议室
里掌声雷动，部分景区值班人员齐聚一堂，欢欣鼓舞。

电视屏幕上，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大型直播特别
节目《传奇中国节·春节》正在对我市特色年俗文化和
诱人的旅游资源进行全球展示。东台作为全国仅有的
五座城市，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与海内外华人共话团圆，
共诉乡愁，说说心里话，寄语新时代。西溪景区泰山寺
社区党总支书记杨庚葆欣喜地说，作为一名老西溪人，
看到西溪拥有如今的成就，内心既激动又骄傲，希望今
后家乡发展越来越好。

除了景区发展的亲历者，普通市民们也对节目的
播出尤为关注。在南沈灶镇国富村，村民白兆月一家
早早地守候在电视机前，看家乡登上央视。节目的
播出引发了全市人民的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这
是一个值得全市人民铭记的时刻，家乡的变化日新月
异，传统民俗丰富多彩，为家乡喝彩！

央视全球直播西溪古镇新年俗引热传

新 春 走 基 层

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拼搏奋进又一年，希望
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你追我赶，以新的业绩，开创
磊达事业的新辉煌。”2月9日，正月初五，磊达集团
董事会、经理层全体同志为磊达水泥、磊达钢帘线、
磊达大酒店数百名营销人员举行欢送仪式。

眼下，磊达正处于良好发展期。新春佳节期
间，磊达水泥持续稳产高产，正月初二即正常发货；
磊达钢帘线产量、质量、成材率达到新的高度，正月
初五即开工投产；酒店宾馆生意红火。今年，磊达
集团在去年销售、利税创下新高的基础上，确定全年
销售93亿元的目标，水泥、钢帘线、宾馆围绕这一目
标细化落实任务。董事长汤广宏提出：“同样的产品
比质量、同样的质量比价格、同样的质量同样的价格
比服务”，鼓励全集团员工振奋精神，立足岗位，抓
质量、促生产、拓市场，齐心协力，奋发努力。

磊达集团
为销售人员壮行

记者 周洪悦

这个春节，许河镇高晓明家格外热闹，他家的英
国女婿卡尔·赫德利第二次来到东台过大年。这位英
国女婿也成为过年期间东台的一道独特风景。

卡尔·赫德利来中国有七八个年头了。春节和
过年的意义，对于长期旅居中国的卡尔来说已经十
分熟悉。这次来东台过年，卡尔·赫德利可以说是
入乡随俗。

春节前两天，卡尔·赫德利和妻子、儿子一起回
到许河的丈人家，给家里贴春联、贴福字、挂红灯
笼，他得心应手。卡尔喜欢吃素，丈人家特地给他
蒸了素包子，还做了许多素菜。大年三十，卡尔还
给丈母娘包了个大红包。在东台过年的这几天，他
带着快两周岁的儿子放风筝、打陀螺、推铁环，玩得
不亦乐乎。

卡尔目前是泰州一家外国语学校的外教，从小
喜欢音乐，17岁在英国出过个人音乐专辑。而卡尔
的岳父高晓明是安丰镇文化站站长，文化的交流让
两个人成为朋友，有了更多的话题。春节期间，卡
尔好好地逛了一番安丰古镇，戏台上的民俗竞技、
沿街的各色美食、走街串巷的舞龙舞狮……浓浓的
年味深深吸引着卡尔，他自己也成为人群中的一道
风景。正月初二的“美丽东台·民俗闹春”巡游踩街
活动，卡尔跟随安丰镇的腰鼓、秧歌、民俗舞蹈表演
队来到东台市区，年味儿十足的中国年，让这位英
国女婿过得很开心。

洋女婿的东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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