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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10日，我市召开长三角旅商
游东台特色线路发布会，长三角地区百家
旅行社和多家知名媒体到我市参观考察。
发布会推出“还是东台”全景二日游、“森呼
吸”自驾体验游两条特色旅游线路。

此次活动为长三角旅商在东台开展旅游
业务有了更明晰的方向，官方信息的发布，更
让旅商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衷心祝愿东台旅游一年更比一年好”，
上海旅游业浦友俱乐部会长杜俊尧表示，去
年他的旅游公司向东台发团近3万人次，今
年仅短短几个月到东台的上海游客已经超过
1万人。

苏州途客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孙志永
说，这是他第二次到东台，丰富且极具差异
化的旅游景点给了他很深的感受，此次推
介的两条旅游线路很适合他们开展业务。

与东台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南通大世
界国际旅行社的总经理史如星。“我们家祖
上就是安丰人”，史如星去年受邀来到东台
进行旅游考察，第一次游玩之后东台给他
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次之后我又来过
好几次，到市区转了一下发现这里的经济
状况还是不错的，东台的城市建设、城市规
模、人文景观都很吸引我，所以我就决定在
这里开一家餐饮店。”如今，史如星的餐饮
店已成了东台年轻人吃饭“打卡”的网红
点。史如星表示，他将扩大在东台的投资
方向，继续在旅游方面推介东台。

除了老朋友重逢，此次长三角旅商游
东台又带来许多新朋友。

苏州金如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王永彬
说，此次东台考察之旅要特别感谢当地鼎
力支持，“我们走过了安丰古镇、甘港老家、

西溪景区、黄海森林，东台真的非常美”。
王永彬表示，回去之后他们将在苏州扩大
对东台的宣传，把更多的苏州客人引导到
东台来。

“这是我第一次来东台，发现这里有很多
旅游亮点，不仅有大海、有森林还有美食，我
们一路都在吃。”苏州青年旅行社部门经理
沈誉笑呵呵地说道，葱郁的杉树森林、幽静甜
蜜的小木屋给了她久违的感觉，“伴随着森林
的呼吸入睡，这里的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超
过了4000个，将会是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胜
地，我会介绍更多游客到这里来休闲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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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胜科技致力打造华东地区最大的模切及电子功能器件制造及研发基地，其产品在华为、苹果、小米等供应链中占有
重要份额。图为精密冲压模具车间。 记者 张莉琳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晨 通讯员 顾平）5月
10日，三仓新四军廉政建设展示馆落成，吸
引了众多市民前往参观。

三仓是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新四军
一师师部曾驻扎在三仓吴家桥。新四军廉政
建设展示馆在红色三仓新四军一师纪念馆内
兴建，馆内的宣传资料图文并茂，利用陈毅、
粟裕等在三仓征战留下的趣闻轶事做成展板
充实了墙面四周。。

展示馆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约法
三章，分为红色苏中战略要地、铁军一师东进
抗日、建政立法从严治军、整顿风气提高认识
四个章节。第二部分是守纪如铁，分为艰苦
奋斗军纪如铁、舍生忘死意志如铁、严于律己
作风如铁三个章节，并且用视频播放《新四军
在华中》等战斗场景。第三部分是克己奉公，
分清风劲节大公无私和军民鱼水为公天下两
个章节，用视频形式播放《妈妈同志》等十多
个故事。第四部分是惩治腐败，分为有腐必
纠势在必行、惩腐必严警钟长鸣、传承廉洁弘
扬正气等章节。

三仓新四军廉政
建设展示馆落成

本报讯（记者 唐雅）本月初，市
科技局一行拜访上海科学技术交流
中心，双方就如何加强区域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联动等议题开展探讨和
交流，签署合作协议，促进资源共
享。该中心表示，将来东参加新经
济发展高端人才恳谈会。

与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开展
合作，是我市科技对接上海的又一
次有益尝试。今年以来，市科技局
贯彻高质量发展要求，按照“两海两
绿”工作部署，围绕我市“3+2+1”产
业定位，深化区域科技合作交流，引
进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强力推进科
技接轨上海战略工作，较好地发挥
了科技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支撑作
用。

——3 月 12 日，梁垛镇与上海
电机学院合作共建恳谈会举行，双
方签订了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等
全面合作框架协议，通过构建校地、
校企深度合作，加快梁垛智能电机
产业园升级改造。

——4月4日，上海机器人研究
院郭帅副院长带领 10多家机器人
企业来城东新区对接交流，提供机
器人发展和应用新技术、新理念，促
进我市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壮大，
推动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东
台研究分中心实质运行。

——4月20日，“智汇东台 合作
共赢”东台经济开发区与上海交通大学智能装备产业对
接会在我市召开。我市与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
院开展深入交流，双方就合作共建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
地、科技项目、人才合作分别进行签约，为我市更好地集
聚上海创新创业资源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上海的优质项目纷至沓来，成绩的背后是我
市不断发挥“院地”合作模式优势，深化与上海院校、科
研院所平台合作的结果。通过开展上海高校专家企业
行、企业高校行等产学研活动，达成产学研合作项目16
项，莱纳多与东华大学合作的高端智能化三维织机研发
及产业化、富乐德与上海大学合作的高性能氮化铝覆铜
陶瓷基板的先进制造技术项目申报省重大成果转化和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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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唐雅）5月 13日下午，我市召开接轨
上海专题培训班动员会议。

全市第一次接轨上海专题培训班从本月14日开始
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各镇党委副书记、新提拔部分科
级干部、接轨上海有关部门分管负责人将参加为期五天
的封闭培训。

会议指出，此次培训班针对性强、授课专家层次高、
课程安排紧凑有序。所有参与培训的同志必须转变身
份，服从安排与管理，从学习纪律、组织纪律、生活纪律
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复旦大学是海内外知名高校，1905年创办以来，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2011年被中组部确定为首批全国
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作为国家级干部培训基地，复旦大
学管理学院至今已开办培训班5000多期，培训人数超
过20万人次，受到各级干部的广泛赞誉。

接轨上海专题培训
在复旦大学开班

近日，江苏省县市报 2018 年度好新闻评选活动在东
举行。活动期间，省记协领导和省县市报研究会专家专
程到现代著名新闻学家、中国新闻史学拓荒者戈公振先
生的故居参观。 邹洪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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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一峰）在宏观形势复杂多变的形
势下，我市工业经济保持稳中向优积极态势。今年以
来工业经济主要指标逐月上升，呈现总量放大、速度提
升、质态向好三大亮点。

1-4月份，全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3亿元，
同比增长 10%；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开票销售 180.6 亿
元，同比增长12.9%。

扩张总量增速发展，体现在各镇区发展态势上。
4月份，全市规上工业开票销售54.5亿元，比一季

度提增11个百分点；规上企业增长面达到61.1%，比一
季度提升10.1个百分点，10个镇区增长面超过60%，
其中东台镇、三仓、许河、新街4个镇超过70%。全口
径开票16个镇区全部正增长，其中14个镇区增长超过
两位数，沿海经济区、时堰、五烈、安丰、富安、三仓、许
河7个镇区增幅超20%。

时堰镇紧扣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持之以恒调结构
促转型，一盘棋务实推进招商引资、企业提升、盘活资
产、项目建设，全面迎来产业重塑的新一轮成长期，全
镇320多家企业纳税超百万元企业有30多家。今年前
四个月，全镇全口径开票销售增长62.8%、规上企业开
票销售增长61.1%，增长面、达标率分别达到61.8%和
88.2%。

富安镇“一台机”产业形成快速集聚发展之势，初
步建成华东地区有影响的印刷包装机械全产业链特色

基地，智能印刷包装机械产业园已集聚各类印机规模
企业40多家，覆膜机等优势产品占据全国1/3以上的
细分市场，远销欧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特色产业占
比提高到70%。

量质并举高端提升，显现在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上。
1-4 月份，五大新特产业实现开票销售 123.7 亿

元，同比增长 15.9%，比一季度提升 10个百分点。其
中，电子信息、新材料、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分别同比
增长21%、23.8%、10.8%、10.6%，摆脱了一季度整体低
位运行的局面，实现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海洋生物产业
同比增长8.2%，与一季度持平。全市培育的80家重点
企业入库税金4.9亿元，同比增长15.5%；实现开票销
售104.9亿元，同比增长0.7%。其中，磊达集团、领胜
城科技入库税金分别达到3400万元、1093万元。全市
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126家，规上企业107家，实现两
年翻番。

一批企业加快合着5G步伐，抢点新一轮发展制高
点。沃特新材料收购韩国三星液晶高分子材料项目，
发展成为产销国内第一、全球领先的 LCP 材料供应
商。去年，沃特又收购国内最早开展含氟高分子材料
及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的德清科赛公司51%股权，开
发出专门应用于5G通讯基站的PTFE薄膜，再度走在
了新材料行业的最前列。捷士通科技在4G产品方兴
未艾之时就积极投入5G网络产品研发，产品全线进入

由4G向5G升级期，继去年与华为合作配套秤物联网
天线后，5G天线合作亦在洽谈之中，5G大数据机柜、
5G设备散热器及射频器件产品已批量供货爱立信、艾
默生等行业龙头客户，且已获得我国及相关国家专
利。贺鸿电子5G高频电路板和新能源汽车发电机线
路板成为企业新的增长点，1-4月份开票销售超4000
万元，增速达到29.6%。

发展后劲持续增长，落实在不断融入我市创新创
业的“新面孔”上。

重大项目推进有力。列入省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的富乐德半导体材料和先进制造业项目的华东造
纸智能成套装备已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38%。12个
列入盐城“两重”项目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27%。

项目招引量增质优。1-4月份，全市新开工亿元以
上项目33个，同比增长120%，其中5亿元以上项目比去
年同期增长25%，项目平均单体规模2.39亿元，同比提升
33个百分点，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达82%，通过
评审亿元以上项目30个，比去年同期净增5个。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4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 143亿元，同比增长 5.9%。其中，工业投资 93.7 亿
元，同比增长10.1%。从项目审批情况来看，1-4月份，
全市审批各类项目203个，计划总投资109.2亿元。其
中，基础设施、工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21.8%、
15.5%、97.2%。

全市工业经济呈现总量放大、速度提升、质态向好态势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占比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