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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上海4月 18日电 4月 13日-14日，黄海国
家森林公园，在这片我国沿海地区丰茂的人工森林里，
来自上海路虎露营活动的客人们，尽情享受着清风、绿
树、阳光。森林的美，森林的惬意，俘获着他们的心，不
少游客纷纷表示，在这里很放松，很惬意。作为今年东
台旅游接轨上海的又一动作，此次活动，以其高端化、
定制化，成为东台旅游深入融入上海的标志。

东台与上海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在上海老西门
外，1943年就命名的东台路诉说了两地关系的源远流
长。近年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东台和上海的交
流交融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其中，旅游业的表现最为
直观。相关数据显示，每年抵达东台的游客中有超过
30%来自上海，可以说上海已经成为东台旅游市场的主
要客源地。今年一季度，东台接待游客226.3 万人次，
其中上海游客有70.5万人次。

在旅游业日益发展的当下，东台另辟蹊径，不走热
闹喧嚣的娱乐化路线，而是以自然的名义发出请柬，将

“生态”“绿色”作为特色王牌，以“深呼吸”打造安静的
旅游。这是东台吸引上海游客的一大原因。

东台优良的生态环境为旅游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东台每年新增城乡绿化面积800公顷以上，林
木覆盖率、城市绿化覆盖率分别达27.8%、41.8%，园林
化建设水平全省领先，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85%
以上。2018年 3月，《环球时报》和国家相关权威部门
举办的“环球视角·中国力量高峰论坛暨第七届环球总
评榜城市榜发布典礼”公布了100个“深呼吸小城”，东
台再次作为盐城唯一，自全国200个城市中脱颖而出，
成功入榜。去年4月，国务院正式同意东台黄海湿地作
为国家申报世界自然遗产项目。

有了这样的生态底色，东台便信心满怀地抓起了景

区景点的打造。几年时间里，东台先后建起了黄海森林
公园、西溪景区、安丰古镇、甘港老家等一批独具魅力
的旅游景区，无论是立足自然生态打造的景区，还是以
人文特色为主的景点，绿树、碧水、蓝天，都是景区的标
配，正是这样的坚持，东台旅游在大众旅游时代迸发出
了独有的魅力。

东台有太平洋西岸罕见的未被污染的沿海湿地，每
年四五月，数百万只鸟儿，穿越重重关山、漫漫风雨，在
这里以同一个节拍狂欢。漫步海岸线，你会自然而然地
静下来，眼里是海的深邃，耳边是涛的絮语，无论是观
日出、听海涛，还是寻珍禽、品海鲜，这里都会给你留下
一段终身难忘的记忆。

东台也有天然氧吧——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这
里林涛阵阵、鸟鸣唧唧。你可以看天、听鸟、追风、深呼
吸，从喧嚣的凡尘穿越到静谧安详，（下转第四版）

来自东台的旅游邀请一：

绿色生态大公园让游客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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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美林）
从 4月 18 日晚开始，新华网
一篇文章嗨翻东台微信朋友
圈，这篇文章题为《来自东台
的旅游邀请一：绿色生态大
公园让游客深呼吸》。这是
新华社专程向本报记者约稿
刊出的首篇文章。翌日上
午，新华网又刊出第二篇《来
自东台的旅游邀请二：以文
为魂，魅力引人》。

首篇“来自东台的旅游
邀 请 ”开 篇 写 道 ：4 月 13
日-14 日，黄海国家森林公
园，在这片我国沿海地区丰
茂的人工森林里，来自上海
路虎露营活动的客人们，尽
情享受着清风、绿树、阳光。
森林的美，森林的惬意，俘获
着他们的心，不少游客纷纷
表示，在这里很放松，很惬
意。作为今年东台旅游接轨
上海的又一动作，此次活动，
以其高端化、定制化，成为东
台旅游深入融入上海的标
志。

从“深呼吸”到“以文为
魂”，本报为新华网专题供稿
共两篇，全方位展示东台旅游
的新亮点、新景观，每篇文章
都在两千字左右，图文并茂。

约稿方是新华社上海分
社。读者进入新华网上海频
道“沪动长三角”专栏，或者进入新华网长三角频道，
即可看到“来自东台的旅游邀请”。

约稿方表示，近年来去东台旅游，已经成为不少
上海市民周末休闲的方式之一，这也引起了新华社上
海分社的关注。为此，特邀请东台日报社以系列报道
的形式，为上海市民解答东台旅游的魅力所在。

近年来，围绕着华东地区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
的地的发展定位，我市品质景区和景点从小到大，从
少到多，正在加快形成规模，影响力逐年扩大。全市
拥有旅游景区和景点20多个，在空间布局上形成沿海
生态休闲旅游度假集聚区、历史文化旅游区和乡村特
色旅游带三大旅游板块，拥有4A级景区3个、3A级景
区2个、2A级景点5个，品牌景区和景点数量、质量位
居苏中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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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宴）4月 18日上午，团市委在
三仓烈士陵园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
题团日活动，寄语青年学生，要以饱满的激情、过
硬的本领构筑梦想，以创新的精神、实干的行动成
就梦想，用青春和汗水谱写出更加动人的青春乐
章。

向烈士敬献鲜花，参观新四军第一师纪念馆，
写下活动感言……当天的活动让青年学生多维度
重温革命历史，感受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在鲜

艳的团旗下，三仓镇中学28名新团员庄严宣誓，青
春的誓言高昂雄壮，表达了为团组织增光添彩的
激情。新团员代表朱扬雨彤表示，要做一个合格
的共青团员，珍惜青春年华，珍惜时代赋予的宝贵
机遇，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是团市委积极响应团中央
号召，依托本地红色资源集中开展教育的实践，今
后还将组织举办“五四”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团员
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矢志建功立业。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团市委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周宴 通讯员 魏长友）4月 17日至
18日，江西省兴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华一行来我
市考察蔬菜产业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良钢陪
同考察。

考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南沈灶镇果蔬椒乡现
代农业产业园、万亩“菜篮子”蔬菜基地、弶港农场万
亩西瓜基地等地，对我市蔬菜产业发展的体量和规模
给予高度赞赏。

我市的瓜菜种植水平较高，产业蓬勃发展，形成
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通过调整种植布局，选用
优良品种，推广先进技术，开拓销售市场，获得全国无
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市和出口蔬菜示范市，是江苏
省瓜果蔬菜主产区。

兴国县人大来东
考察蔬菜产业

本报讯（记者 戴海波）为扎实推进“重大产业项目
攻坚年”活动，着力招引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4月 15
日-19 日，我市在深圳举办招商周活动。4月 18日下
午，2019东台（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说明会成功
举办。市委书记陈卫红出席并致辞。深圳市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深圳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宪以及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周东、深圳华强集团总经理崔荣国等21位上市企
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主要负责人以及180多位嘉宾
客商应邀出席。

会上，陈卫红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她说，东台区位独特、资源丰富，拥有源远流
长的人文之美、清新如画的生态之美、引人入胜的丰饶
之美。当前，东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春意正浓”，
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裂变扩张，连续三年保持30%
以上高位增长，半导体、机器人产业迅速形成突破，新
材料产业集聚一批行业标杆，智能制造异军突起，产业
形态深刻嬗变，成为长三角地区有影响的高端产业基
地。在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的强劲浪潮中，东台拥有

“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阳光”，让战略

性新兴产业“满园春色图”呼之欲出。东台不仅拥有经
济开发区电子信息全产业链基地、城东新区智能制造基
地、沿海经济区新能源示范基地等功能完备、特色鲜明
的现代产业园区，而且拥有云谷、智厦、互联网大厦等
高端平台，以及海关、商检和保税物流中心等开放载
体，创成一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众创空
间。东台是一座富有诗意和活力的沿海城市，“智慧”
和“绿色”日渐成为东台的鲜明特质，既可以亲近自然、
放飞心灵，又可以创新创业、追梦圆梦。秉持“店小二”
精神，为客商竭尽所能提供悉心、周到的服务，出台“工
业 20条”“科技 12条”“人才 10条”等干货政策，形成

“4+2”审批服务、工商自助办照、不动产登记模式等一
批全国知名改革品牌群，“四季如春”的优良营商环境
带给客商满满的获得感。

陈卫红表示，这些年来我们坚持把深圳作为开放合
作的战略重心，常态化开展交流互动、招商推介等活
动，与深圳各界朋友的友谊不断加深，各领域务实合作
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东台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全
面深化拓展与珠三角地区的交流合作，加快培育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真诚邀请各位嘉宾客商走进东台、选择

东台、圆梦东台，大家一起共享机遇、共享优势、共享成
功，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会上，深圳一体医疗集团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丹宁，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伟鹤等作交流发言，充分肯定了我市坚实的产
业基础、优美的生态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和高效的营
商环境。他们表示将以此为契机，与东台加强联系沟
通，积极寻求商机促进务实合作，合力推动东台战略性
新兴产业跨越发展。

会前，陈卫红会见了深圳市龙华区政协副主席王志
毅、深圳市嘉卓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仕琼等部
分客商和嘉宾，就产业合作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深
期间，陈卫红等市领导还拜访考察了深圳奥比中光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一
体医疗集团3家企业，全面推介我市投资环境，达成诸
多合作共识。

市委常委邱海涛主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说明会，
副市长马正华推介东台市情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情
况。

东台（深圳）战略性新兴
产业投资说明会成功举办

陈卫红出席并致辞

本报讯（记者 唐雅）4月18日，五烈镇朱廉贻烈士
的后代从镇江等地来到兴联村烈士陵园祭扫先辈。

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雄伟的朱廉贻烈士纪念碑
高高耸立，庄严肃穆。朱廉贻是兴化抗日民主政府第
一任县长，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上午9时30分，朱家9
人在纪念碑前静默肃立，敬献鲜花。随后在长孙朱群
的带领下，他们一边用手轻轻抚摸碑文一边喃喃自
语，表达深切的怀念之情。

朱群说：“爷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给我们留下
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将这一精神传承下
去，教育子孙后代努力工作，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
献。”

1940年10月，朱廉贻前往东台，任苏北临时行政
委员会秘书长。1941年2月23日，驻唐子镇附近的兴
化县政府机关、新四军一师二旅七团团部遭到日军突
袭。朱廉贻率政府机关转移到陈家舍，日军四艘汽艇
尾追不舍。朱廉贻当机立断，留下阻击敌人壮烈牺
牲，时年37岁。

村子南部三面环水的“和尚圩子”附近是朱廉贻
当年牺牲的地方。朱廉贻女儿朱润美在父亲离开时
才6个月大，而今已有80高龄。在后代的搀扶下，头
发花白的朱润美坚持步行，向着父亲最后离世的地方
走去。

听闻朱廉贻的后代来村里祭扫，当年的亲历者也
十分激动，将他们团团围住。87岁的顾巧女紧握朱润
美的手动情地说：“大妹子，你爸爸真了不起，为革命
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是个大英雄。”

朱廉贻烈士后代
赴五烈祭扫

本报从今日起陆续刊出新华网专稿以飨读者。上
图为新华网长三角频道刊载的本报专稿网页截图拼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