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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顾敏）3月 12日，省文化和旅游厅
发布50个省级重点旅游项目，我市黄海森林旅游区
综合开发和天仙配·影视文化小镇两个项目入选。

黄海森林旅游区综合开发计划总投资30亿元，
以“森林康养”为主题，延伸拓展度假产业，建设集康
体疗养、分时度假、运动休闲、森林体验、观光休憩、
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森林生态休闲度假胜地。
目前已累计投资8亿元，温泉酒店、智慧森林科普馆
已竣工并投入运营。今年，黄海森林旅游区计划投
资逾5亿元，重点建设温泉二期、度假村、游客集散服

务中心等。
天仙配·影视文化小镇项目位于西溪景区内，计

划总投资逾14亿元，项目包括犁木街修复工程，金麟
府民宿，董永七仙女文化园的提升与扩建。在犁木
街修复工程方面，晏溪桥、犁木桥、盐仓桥等工程已
竣工，水上游线驳岸及景观绿化完成30%。

省文化和旅游厅要求，要以推动文化和旅游高水
平融合、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跟
踪推进机制，明确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切实做
好管理服务工作，有力有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两项目进入省级重点旅游名录

位于城东新区的贺鸿电子科技从开料、钻孔、贴膜到蚀刻、外形切割、包装出货，每一道工序都是通过数据
控制完成，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生产。 记者 张莉琳 摄

记者 叶海慧

连日来春光明媚，正是工程建设快速推进的好
时机。

3月12日早上8点多钟，海陵路南延工程施工
现场机器轰鸣，挖机、推土机、压路机等30多台机器
一同作业，穿着统一工作服、带着同色安全帽的工
人将一根与桥面差不多长度的钢筋插入两块桥面
板交界处的“钢筋林”中，增加钢筋密度，不远处的
工人正焊接钢筋，焊花四溅。

海陵路南延工程北起海陵路与惠阳路交叉处，
向南跨越泰东河三级航道和串场河五级航道，经东
台镇吕港村，止于梁垛镇单南村境内的610省道东
台段二期工程，全长4.239公里,双向六车道，一级
公路城镇段建设标准，路基宽40.5米，设计行车时
速80公里。同步新建特大桥1座、中小桥7座、箱

涵7道、圆管涵8道，概算投资5.5亿元。
施工方中交路桥建设常务副经理蔚永旺介绍，

目前主桥、引桥、中小桥所有基础及下部结构施工
均已全部施工完成。主桥上部49节钢梁已架设38
节段，桥面板已铺设620块，完成四分之三。斜拉索
安装48根，完成一半。引桥上部结构已完成26片
预制小箱梁铺设，中小桥的上部结构已施工完成，
正在进行护栏基础的施工。

海陵路南延工程的施工重点和难点在于跨泰东
河特大桥——海陵大桥，该桥建成后将是盐城地区
自主管理的最大桥梁。海陵大桥按标志性景观标
准设计，双塔双索面斜拉桥面，全长 727.2 米，宽
42.9 米，主跨 270米，跨过泰东河和串场河两条航
道。引桥长 457.2 米，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结
构。主墩采用群桩基础，每个主塔下基桩采用38根
直径2米的钻孔灌注桩。

泰东河航运繁忙，在施工过程中不能停航。近
段时间，随着两端桥面施工不断向河中间靠拢，需
要船运钢梁到河上，再吊上桥架设，这期间需要停
航 1小时左右。中交路桥建设施工部门提前与航
运部门加强沟通，禁止上下游来船通航，确保施工
安全。按照工程进度，大桥预计5月底可完成主线
合龙。

海陵路南延工程快速推进

记者 周宴

连日来，不少市民发现夏家沟、范公南路等地搭建
了一些围挡，立起了交通警示牌。这些地方正在实施的
是污水管道新建工程，从去年底就已经开始，将于今年
五月份完成。

去年我市完成海新路、广场路、宁树路等路段地下
污水管道新建约13公里。截至目前，市区共建成污水主
管道约96公里和11座提升泵站，居民的生活污水分成
4条线路送至市污水处理公司集中处理后达标排放。

为补齐城市短板，我市以何垛河为界，开展已建管
道疏通检测普查工作，通过管道机器人视频检测，排查
管道缺陷点位，分区域、分步骤对排查出的问题制订方
案进行修复。目前何垛河北侧区域已完成疏通检测工
作，何垛河南侧正在实施中。

按照工程计划，今年我市将与道路同步配套实施吉
庆路南延等污水管道6.35公里，结合黑臭水体整治实施
八林二沟、海新三中沟西侧等污水管道4.4公里，提升完
善秀峰华庭泵站、东园路等管道6.25公里，对上海丽苑、
景范小区等5个小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通榆河以东高
铁核心区实施滨河路、站南路等污水管道7.05公里。

一直以来，我市把城市污水处理体系建设提升工程
列为政府向老百姓承诺的“二十件实事”之一，一条条四
通八达的地下污水管道打通城市地下“生态经脉”，新
建、改建和完善后的污水管网不动声色地消化城区各地
的污水，极大改善了城市生活环境。

城市污水管网“扩脉
清肠”提升消化能力

本报讯（记者 朱江）3月13
日上午，市长王旭东带领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督查植树造
林工作。他要求，抢抓当前有
利时节，细化任务狠抓落实，全
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
效。

海陵路南延绿化现场热火
朝天，工人们分散在各处，撸起
袖子挥起铁锹为树苗上土，身
后一排排新栽下的树苗笔直挺
立。王旭东深入植树现场，一
边查看苗木规格一边询问树
种、苗木价格、存活率等情况。
他说，和风送暖，正是春光明媚
种树时，要抢抓当前有利时节，
坚持苗木栽种与环境整治套搭
进行，确保按时完成沿线绿化
任务。梁垛镇泰东河沿河绿化
带，一排排樱花树苗傲然而立，
林下布满了除草地膜和滴灌管
道。王旭东要求，要充分利用
水源保护地整治契机，抓设计、
抓时间、抓特色，高质量打造沿
岸绿化精品工程。

王旭东指出，植树造林是
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重要途
径，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各
部门、各镇区要高度重视，进一
步强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
位，坚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重要思想，把各项任务
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充分
利用当前最后的有利时节，打
足人力物力，倒排序时，紧抓快干，确保按时按期完成。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科学谋划，努力
提升绿化规划设计水平，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和亮点。要
严把苗木选育关，多选与本地气候、土壤、环境相适应的
树种，加强技术指导和质量管理，提高成活率，确保种一
棵、活一棵。要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积极运用现代造
林技术，踏踏实实抓好绿化工程，助力美丽新东台生态
文明建设。

市领导洪炜、焦小平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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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优化2019年全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期

间的环境秩序，积极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切实保障考
试工作顺利进行，现就全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期间
优化环境秩序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全市范围内（含弶港农场、新曹农场），在3月14日
和15日的12:00～14:30、20:00～次日6:00，3月16日
8:00～18日 17:30期间：⑴禁止建筑、装潢、挖掘、运送
渣土及其它产生较高噪声污染的作业；⑵禁止营业性文
化娱乐场所边界噪声超过规定标准；⑶禁止露天娱乐和
集会等活动噪声扰民；⑷禁止使用高音广播喇叭；⑸禁
止机动车辆使用高音喇叭；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⑺禁
止在考点和考生食宿点周围擅自摆摊设点。

欢迎社会各界举报，举报电话：
市公安局：110
市住建局：69988078、18361646558
市环保局：89512369、13655112369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12318
市城管局：85213860
特此通告

东台市人民政府
2019年3月13日

关于优化2019年全市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
期间环境秩序的通告

记者 张晨

一家三口均为教师，家庭学习氛围浓厚，申报参与
书香家庭评比；

祖孙三代党员，一直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申报参与
文明家庭评比；

……
近日，新坝社区组织开展2018年度“文明家庭”“书

香家庭”评比，与往年相比热闹了不少，许多申报表塞满
了一个个文件夹，摞起来足足半人高。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往年开展评比都是根据社区
平时掌握的居民情况、建立的台账以及党小组的推荐来
确定每年的荣誉家庭竞争候选，并邀请这些家庭前来填
写申报表。今年有400多份申报表是居民们主动来到
居委会要求参与评比而填写的，大家竞相报上各自参选

“筹码”。
“不仅是数量，质量也提高了很多。”社区工作人员

说。翻看申报表，在家庭成员所获荣誉一栏内填写的有
市级奖项，甚至省级奖项。“这些主动前来报名的居民竞
争力很强，把评比的含金量提了一个档次。”

居民踊跃参选热情为何如此高涨？社区负责人分
析认为，这与我市去年以来不断加大创建文明城市宣传
力度有很大关系，创文宣传提升了居民们争先创优意
识，前来申报的居民都认为获得文明家庭、书香家庭称
号很光荣、很有面子。

争文明楷模 当书香人家

记者 张一峰 叶海慧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排由高到低依序排开的宏大建
筑场面。

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的1号厂房由西到东分为
A、B、C三个区域。A区已建到三层，正在封顶；B区已
建至二层，工人们在横梁间紧张施工；C区完成一层基
础浇筑，一眼望去，满是密密麻麻的钢管。A区与B区
间，稳稳地“架”着一辆混凝土泵车，长逾二三十米的输
送管高高地伸在A区楼顶上方，管头一刻不停地喷洒
混凝土。

3月 13日，广谦新型电子元件项目现场负责人小
杨数度推迟约定的采访时间。傍晚时分，当记者匆匆
赶到项目建设现场时，还是没有遇到她。“不好意思，今
天实在是太忙了。”手机里，她抱歉地说。

昆山陆家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施工人员朱阿元证
实，今天A楼要完成楼顶整体浇筑，上午9时开始，预
计要忙到半夜子时。他介绍，从去年10月进场施工，
建设速度不断加快。按广谦公司要求，4月底B区就要
达到设备安装标准。

朱阿元感慨，他们走南闯北建设了许多大工程，像
广谦这样既要速度快又要高质量的工程真的很少见。
厂房全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为优质高效加快进度，建
筑方全线加大现代化建筑设备投入，每幢楼宇都耸立
数台高高的塔吊，400多名工人打足工时紧张施工。

“东台的领导认真负责，服务很好，天天到工地上
来蹲点，解决困难，监督质量和进度。”朱阿元说道。

广谦电子的加入，将进一步补强我市电子信息全
产业链链条。

项目投资方昆山万源通集团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
线路板、新型电子元器件的研发、制造企业，拥有多项
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生产工艺先进，质量稳定，通过国
际国内多项质量体系认证，可满足欧盟绿色环保产品
要求，广泛应用于汽车、通讯设备、医疗器械、工控产
品、消费类电子、航天航空等领域，是宝马、奥迪、通用、
LG等世界名企的优质供应商。

“我们拥有最好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技术团队，
投资东台就是要打造苏北地区最大、最优的电子元件
知名企业。”对此，公司相关负责同志态度坚定。

目前，广谦电子一期工程设备购置已全线启动，将
引进行业领先的全自动激光钻机、自动激光成像机、在
线光学检测机等系列智能化数控设备400多台套。项
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可生产新型电子元器件500万
件、高端线路板420万平方米。

离开工地的时候，已是晚饭时分。今天指挥部人员
要加大夜班，项目指挥部一侧的伙房里飘出诱人的菜香，
路上的灯、工地上的灯次第亮起，照亮了繁忙的施工现
场，照亮了时不时开进开出的一辆辆混凝土泵车。

广谦电子：

只争朝夕打造电子元件领军企业
重大产业项目攻坚年

走笔走笔55亿元重大项目群亿元重大项目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