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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通高铁按照计划将于 2020 年建成通车。
目前，我市境内两个标段桩基工程稳步推进，跨河、
跨路连续梁同步浇筑。图为工人们正在浇筑跨 610
省道桩基。 刘进涛 摄

→海陵路南延至 610 省道建设工程北起海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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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逾 4 公里, 双
向六车道，设计行车时速 80 公里。工程建成后，将
成为城南区域生态园林景观大道。 刘进涛 摄

记者 张一峰 周洪悦 通讯员 顾礼学 邢成龙

4月安丰，生机勃发。在纷至沓来的上海苏南客人
中，结伴踏春的 62 位文艺老知青当数最为特殊的一
批。40年前，他们离开繁华的大都市，在历史传承丰厚
的安丰舞动青春。40年后，他们成为沪东两地交流合
作的使者。

让老知青们魂牵梦萦的土地如今美景处处。晟泽
生态农场里，榉树、栾树、红叶李、樱花连成一片绿为底
色的多姿多彩花园。国贸农庄里，连片大棚展现出现代
农业风采。古街上人来人往，于古风古韵中散发出清新
气息。工业园区里，一个个项目不断拉伸、补齐电子信
息精密制造产业链条。

高定位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重镇，高品质建设美丽宜
居城镇，让千年古镇安丰盐韵白、科技蓝、生态绿、创新
橙、精神红五彩斑斓，呈现出盐镇、智造、生态好“三宝”
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在“接轨大上海，建设新东台”新征程中，安丰镇全
方面、多层面、广角度纵深推进，从政府层面合作到民
间互通交流，从产业转移互动到文化旅游接轨有了更多
收获。镇党委书记杨小锋概括为三句话：朋友圈越来越

广，产业链越接越长，同期声越来越多。
去年，安丰镇先后与上海浦东新区曹路镇等两个镇

结成友好乡镇。今年又与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紫
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展开合作交流。上个月，安
丰镇党政代表团先后赴上海拜访7批次，上海客商来安
丰考察5批次。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处越深，让
安丰在融接上海中越走越远。

在今年2月推出的“最美”安丰人中，有多位来自上
海。这其中有西臣仕空调投资客商蔡传鑫等。经过蔡
传鑫积极推介，上海冷冻行业协会会长潘家兴专程来安
丰“走亲”，近期该协会将组织成员企业来东投资考
察。新越自动化科技负责人邀请多批上海客商前来考
察后，总投资5亿元的圳川自动化项目即将开工。

上海客商投资安丰越来越多，成为拉伸、拓展安丰
精密制造产业链条最为重要的生力军。现在落户安丰
的上海企业和项目已经超过10个，包括高中压阀门、尤
利卡电气、西臣仕空调冷冻设备。已签约待开工的有圳
川自动化设备、希恩西汽车配件、精屯机械等项目，在
手跟踪洽谈的有上海鲲鹏、上海祺电等项目。更为关键
的是，新引进的制造类产业项目均具备较高技术含量和
良好市场前景。

尤利卡变电站及数据中心制造项目投资人尤利卡
（上海）集成电气有限公司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大型移
动式变电站制造公司，百度、阿里、西门子等都是公司
重要的合作伙伴。西臣仕空调冷冻设备制造项目投资
方上海富田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系上海市高新技术
企业，已成为集工业、产业、商业多元化的中央空调专
业制造厂商之一。希恩西汽车零部件制造项目投资方
希恩西金属制品加工（上海）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汽车零
部件的生产制造，获得多项国际认证，产品全部出口欧
洲等国家和地区。

在一批产业项目落地的同时，两地在文化交流、集
镇管理、社会治理、社区服务等方面深度接轨。3月下
旬，安丰与上海市曹路镇文化旅游合作项目——渔书工
作室在古街建成对外开放，引进全民环保阅读模式，努
力建设书香城镇。

朋友圈越来越广 产业链越接越长 同期声越来越多

安丰接轨上海吸引制造业大咖纷至沓来

记者 顾敏

穿过城水相依的古城烟雨，厚重的历史积淀和蓬勃
的现代活力在这里交相辉映，天上人间爱情诗篇在这里
精彩蝶变，伴随着新时代的节拍，西溪旅游文化景区正
从容运笔生动呈现。

今年2月盐城市公布旅游园区等级创建名单，西溪
旅游文化景区入列首批5A级旅游园区并获得第一名。

近年来，西溪景区深入挖掘爱情文化，大力培植影
视文化，成功实施了一批文旅开发项目，开展了一系列
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景区的旅游业态和文化
品位，有力促进了景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

唐风宋韵的西溪旅游文化景区位于台城西郊古运
盐河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的源头地，
素有“东台之根”的雅称。景区主要景点包括董永七仙

女文化园、西溪古城、海春塔苑、犁木街等。
从“仙女下凡地、梦幻古西溪”到“仙配东台，情定西

溪”再到“东台西溪，见证爱情”，西溪景区一步步找准
目标定位，以爱情文化为核心，定位产业型景区。缘于
董永七仙女传说，爱情文化成为西溪景区发展主题，以
西溪古城、犁木古街、海春塔苑为配套，着力打造长三
角地区知名的影视爱情小镇和华东地区影响力较强的
旅游目的地。

围绕爱情主题，景区已先后投入近15亿元建成一
批重要景点。在此基础上，借助旅游形式，挖掘文化内
涵，做深做透爱情文章，通过发展婚庆产业、影视产业，
不断提升“旅游+”附加值。从创成江苏省影视基地、建
成全省首家影视创客中心，到《西溪传奇》《恋恋仙缘》
《鱼汤面馆的幸福生活》等一批融入东台元素的原创影
视作品问世，景区影视产业步入发展新时代。景区开业

至今，累计有50多家影视公司入驻办公。
以鱼汤面馆西溪店为主要平台，让游客吃鱼汤面、

喝陈皮酒、品西瓜，看少儿二胡表演，听董永七仙女爱
情传说，欣赏发绣、书画绘制的黄海森林美景——景区
已成为游客感受东台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现在，景区正在实施董永七仙女文化园提升工程，
打造“天上人间”项目。七夕期间与北京摩登天空合作
举办草莓音乐节，让爱情文化成为西溪的金字招牌。围
绕东台十大文化名片，举行首届文创大赛，推动产生一
批有地方文化标识度的旅游纪念品、影像动画、时尚生
活用品等。（下转第二版）

西溪景区：从春天起航驶向文旅融合深海

盐城市５A级园区巡礼

本报讯（记者 朱江）4月
17日下午，市长王旭东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全市
安全环保隐患整治现场进行
督查并召开督办会。他要
求，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突出
重点逐项销号，强化责任狠
抓落实，确保各项整治工作
取得实效。

在城东新区虹鼎万融
城，王旭东详细询问商城规
划、商家入驻、消防设施配备
等情况，要求开发主体规范
商业综合体功能使用，健全
消防设施，畅通消防通道，根
据整改要求科学制定整改方
案，及时高效整改到位。在
东台镇中粮饲料，王旭东深
入厂区询问粉尘安全浓度、
监控检测主体等情况，叮嘱
公司负责人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完善降尘设施，强化技
能培训，明确责任落实，确保
安全生产无事故。在东台镇
二级水源保护区，王旭东对
河道两侧砂石场等清理工作
仔细查看，要求紧扣时间节
点，迅速推进污染源清场，配
套两岸绿化栽植，切实提升
水源地保护水平。

在随后召开的督办会
上，王旭东对前期工作取得
的阶段性成绩予以肯定。他
指出，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
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务必警钟
长鸣，常抓不懈，明晰亮底监
管重点，深入见底排查隐患，
坚决彻底整改问题。务必突
出重点，逐项销号，抓紧完成
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件整改提
升，着力攻坚环境难点问题，
合力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务
必强化责任，确保实效，各镇
区、各部门和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组织领导
到位，协调配合到位，责任追究到位，加快健全完善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的安全环保工作责任网。

市领导陈晓俊、孙燕春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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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东升）4月 17日下午，我市启动
“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活动。副
市长孙燕春出席启动仪式。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救命钱”。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研究出台了
一系列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的政策文件。各职能部门
坚持严字当头，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取
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我
市在中国建设银行东台支行的协助下，在全省率先搭
建起医保智能监管平台，推动医保监管从事后向事前
事中转变。该平台上线试运行3个多月来，全市179
家医保定点药店的刷卡行为得到有效规范，医保账户
支付金额呈下降趋势。

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将不断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曝
光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共同关注基金安全的良好氛
围，参与支持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
运行。

打击欺诈骗保
展开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周宴）4月16日下午，人民银行铜川
支行行长冯学荣一行来我市考察学习农村土地抵押
贷款工作。副市长李静陪同。

考察团先后到国贸农庄、红芳花卉、市农村产权
交易中心等地走访考察。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
农业农村局、人民银行东台支行等单位负责人介绍了
我市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农村产权交易市
场建设和承包土地经营权贷款抵押业务开展情况。

2015年，我市成为盐城唯一的农村土地抵押贷款
试点市。到目前为止，全市14个镇承包土地统一进行
了确权登记颁证，10家银行共办理承包土地抵押贷款
3257笔，涉及承包土地面积 32万亩，户均贷款量41
万元，多项评估指标位于全省前列。2018年12月，经
国务院总结报告通过试点工作确认。

人行铜川支行
来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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