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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光会见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金胜镐一行
本报讯 （记者 庄婷婷） 昨日上

午，市委书记马士光会见韩国驻上海
总领事馆总领事金胜镐一行。市领导
黄远征、杨新忠参加。

马士光对金胜镐一行到访连云港
表示欢迎，对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长
期以来给予连云港发展的关心支持表
示感谢。在简要介绍连云港市情概况
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马士光表示，
连云港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与韩国的友

好合作关系， 早在1992年就与韩国木
浦市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是中韩
两国建交后的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
多年来， 连云港与韩国投资合作不断
深化、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人文交流成
果显著， 韩国已成为连云港主要经贸
合作伙伴之一。今年是中韩建交30年，
也是连云港和木浦市缔结友城30年，
希望以此为新起点新契机， 推动双方
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更大突破、 收获

更多成果， 也欢迎更多韩国企业来连
投资兴业。 连云港将为韩资企业在连
发展提供最优营商环境、 最佳政务服
务， 为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提供最大便
利、给予最大支持，为中韩两国友谊作
出积极贡献。

金胜镐感谢连云港一直以来特别
是疫情防控期间对韩资企业和韩籍人
士的关心帮助和大力支持。他说，中韩
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长足发展，特别

是在经贸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这离不开各地政府对韩资企业的关怀
帮助。连云港和韩国渊源深厚，营商环
境优越，是韩资企业集聚发展的高地之
一。我们支持更多韩资企业在连云港生
根发芽，和中国企业深入合作、发展壮
大，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贡献。也希望连云港一如既往关心支
持韩资企业， 助力韩资企业做大做强，
携手谱写发展新篇、共创美好未来。

灌云县：

全力以赴跨入苏北第一方阵

这里是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
这里有公路、铁路、河运、海运、

航空立体综合“交通网”。
这里的美食名闻遐迩。
党的十八大以来，灌云县紧紧围

绕党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部署，抢抓
机遇、务实苦干，取得了显著成效：培
育形成装备制造、电子新材料、高端
石化、轻工纺织等主导产业；粮食生
产实现“十八连丰”，入选国家粮食生
产先进县，灌云豆丹入选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形成“九纵七横”城市交通
网络，连盐、连淮扬镇高铁建成运行，
花果山机场正式通航……

南依灌河水，北枕云台山，山海

形胜之处正是有着“十里青山半入城”
美誉的灌云县。日前，在接受连云港日
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 灌云县委书记
苏锋表示，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各项决策部署， 锚定全年目标任务
不动摇，坚持以重大产业项目之“进”
促经济增长之“快”，在全市发展大局
中做好基石、争当“压舱石”、力争挑大
梁，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彰显蓬勃发展后劲
打造实力新灌云

【面对面】问：经济是一个地区发
展崛起的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灌云
县经济实力显著提升， 在打造发展后

劲方面有哪些着力点？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致力于

打造实力新灌云，持续拓展“经济强”
的潜力。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GDP总量扩大到424亿元，较2012年增
长92.7%；加快推进园区载体建设，深
入推进经济开发区“一区多园”改革和
临港产业区转型升级； 以主题服饰为
代表的农村电子商务异常活跃， 年销
售额突破200亿元。

今年以来， 全县上下坚决贯彻党
中央、省市委的决策部署，攻坚克难、
奋勇拼搏， 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顶住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较好地保持在合理
区间运行。

一是聚焦项目招引建设做好 “加
法”。大力引进补链强链优质项目，灌云
全县新签约亿元以上重点产业项目79
个、计划总投资423亿元，其中过十亿
元9个、过百亿元1个，投资158亿元的
芳纶产业园项目成功落户，投资168亿
元的生物航煤项目也即将签约； 签约
转开工项目53个， 占签约项目的67%；
年初既定计划总投资484.7亿元的133
个重点项目开工85%，投资58亿元的碱
厂搬迁改造升级项目全面开工，优质要

素集聚爆发的态势越发彰显。
二是围绕化工企业拆除做好 “减

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从今年元旦起，我们以破釜沉舟的
决心，强势推进临港123家不达标小化
工企业拆除腾退， 截至目前已关闭拆
除76家、腾退土地5500余亩，确保年底
前全部拆除， 累计腾退土地1万亩，为
临港、为灌云发展拆出新空间、腾出新
天地。

三是着眼园区建设发展做好“乘
法”。我们把资金、人才、服务等要素
资源向园区倾斜，用足用好叠加机遇
优势，充分释放发展潜力。目前正在
加快推进临港产业区融入徐圩国家
级石化基地的规划工作以及物料廊
道等四大关键性基础工程；同时紧抓
与 江阴 南 北
共 建的 新 机
遇 ，深化 “一
区 多 园 ” 改
革，推进经济
开发区在 新
的起点 上 二
次创业。

（下转三版）

近年来，高
公岛街道利用
区位优势，深度
开发渔港功能，
将高公岛国家
一级渔港打造
成为渔味十足
的乡村休闲渔
港 。 每逢节假
日，南来北往的
游人来此打卡，
感受现代渔港
魅力。

图为9月21
日拍摄的风景
秀丽的高公岛
国家一级渔港。

记者 王健民
通讯员 刘冬环

摄影报道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
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强调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
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五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广
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
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
年北方罕见秋雨秋汛、 冬小麦大面
积晚播、 局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应对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挑

战，实现夏粮、早稻增产，粮食生产有
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
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
保障，稳住农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
脱贫攻坚成果，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 生活更幸福、
乡村更美丽。全国广大农民要积极投
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让日
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扫码了解更多

合杭高铁湖杭段昨日开通运营

港城至皖东南浙北方向
新增一条高铁通道

本报讯（记者 黄威 通讯员 李佃
好） 笔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 合杭高铁湖州至杭州
段昨日开通运营， 连云港将新增至
皖东南、浙北方向的高铁通道。

合杭高铁湖杭段北起既有湖州
站，止于既有杭黄高铁桐庐站，新建
线路长约13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
里，全线设湖州、德清、杭州西、富阳
西、桐庐东、桐庐6座车站，其中杭州
西、富阳西、桐庐东为新建车站。作
为连接杭州与湖州的高速铁路，合
杭高铁湖杭段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
的重要配套工程， 将为杭州亚运会
交通服务提供强有力的运输保障。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长
三角城际铁路网和浙江省1小时交
通圈， 对于贯彻实施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 优化杭州铁路枢纽
客站与过江通道布局， 促进沿线经
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合杭高铁湖杭段开通运营过渡
期，根据铁路部门开行计划，江苏地区

将有9对列车途经新线运行：包括新增
的南京南—黄山北3对，盐城、连云港
至杭州西各1对，以及既有南京南—黄
山北 （千岛湖）3对列车湖州至桐庐间
改经由合杭高铁湖杭段运行， 连云
港—杭州1对改杭州西终到始发。

据了解，连云港此次将增开1对
前往杭州西站的列车 （D9535/8/5、
D9536/7/6），连云港与湖州、德清之
间也将首次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老百
姓的出行将更加便捷。昨天下午，记
者在12306网站查询了解到，D9536
次列车8:03从杭州西发出， 途经德
清、湖州、宣城、芜湖、马鞍山东、南京
南、镇江、扬州东、淮安东等车站，历
时5小时36分钟，13:39到达连云港
站，全程二等座票价307元。另外，连
云港-杭州D5501/4/1、D5502/3/2次1
对列车将改为杭州西终到始发。具体
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12306官方网
站或APP。 旅客可通过12306铁路官
方网站、车站售票窗口、铁路代售点
等方式购票。

稻花香里说丰年
———写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踏歌丰收季，幸福田园间。今天上
午，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汇演将在赣
榆区城头镇后黄墩村激情上演，拉开
全市庆祝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
列活动的序幕。

秋分至，丰收时。眼下，正是丰收
时节，到处都是秋的色彩，一穗穗弯腰
的稻子，镀上熟稔的金黄；一阵阵果香
随风飘过，沁人心脾。

作为全省农业大市、苏北粮仓，重
农的传统在港城大地上完美赓续，农
耕基因续写着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担
当。

丰收来之不易
稻花香里说丰年。昨日，在海州区

新坝镇，由海州区农发集团种植的1.7
万亩连片水稻露出了嫩黄的脸颊。来
到新西村，1231亩示范田丰收在望，这
是由该集团与省农机推广站、 江苏大
学等单位联合打造的苏北地区首个稻
麦轮作无人化农场。

“在耕、种、管、收等环节引进智能
化装备开展技术集成示范， 建立远程
可视化管控系统和管理平台， 对田间
作业实现精准管理。”现场负责人张连
思介绍， 今年集团种植了多个水稻优
质品种，预计最高亩产可达700公斤左
右。为延长稻米产业链，还首次种植了
五彩米等稀有品种。

丰收的喜悦，在账本上更加真实。
“一亩地产值近5000元，是过去的

近4倍。”灌南县三口镇何庄村，何兵家
庭农场的300亩稻渔综合种养 “晒”出
账本：每亩至少产鱼50公斤，产值1500

元；每亩优质稻可加工成大米350公斤
左右，每公斤售价10元，产值可达3500
元左右。

今年首次推广种植的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如期实现了“一季
双收”的成效。东海县彭诚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彭支松算了
算， 大豆每亩产量可达到400斤左
右。玉米跟往年持平，加上国家的补
贴， 这一亩田的净收入在1100元左
右。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辛苦播
撒的种子，在秋天结成繁茂的果。飒飒
的秋风吹过，314万亩水稻静待成熟；
果园里，苹果、梨子、石榴等喜获丰收，
采摘忙、电商忙、物流忙，果农连年增
收，日子越过越红火；花生、土豆、山芋
陆续起收，“菜篮子” 产品供应稳定增
长。

田间奏响丰收曲， 这场丰收其实
来之不易。7月以来， 我市先后遭遇高
温干旱、台风连阴雨等超预期因素，农
业生产面临多重困难挑战。大考当前，
全市上下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
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扎紧“米袋子”，把
“饭碗”牢牢端在手中。

丰收离不开责任压得更实———
我市始终将粮食生产作为 “三农”工
作的重中之重，开展粮食安全责任制
考核，以党政同责压实各级党委政府
责任。

丰收离不开农业科技支撑———选
良种、施良法、种好粮，粮食生产才能
不惧考验。

丰收离不开惠农政策持续加
码———农机补贴、种粮补贴、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等如期发放，农
民种粮的劲头更足。 （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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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农民朋友们：
金秋时节 ，丰收如约 ，我们满怀

喜悦 ，迎来了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
节”。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
市广大农民朋友和 “三农 ”工作者致
以节日的问候和丰收的祝愿！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认真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重大要求 ，坚决扛起粮
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在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有力应对突发疫情和
自然灾害等风险挑战 ，深入实施 “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发展
农业生产、 大踏步推进乡村振兴，夏
粮生产再创历史新高、农业基础更加
坚实 、农村面貌持续改观 、农民收入
稳步提升。全市广大农民和农业农村
干部、专家、农技人员辛勤耕耘、开拓
创新，“春来抢种争分秒，秋到忙时贵
后先”，用勤劳汗水和智慧双手，绘出
了风吹稻浪百里香，渔舟唱晚一曲长
的醉人风景 ，筑牢了国泰民安 、万家
康宁的稳固根基。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
是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关键之年。在这
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做好“三农”工
作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市委市政府将
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深入实施农
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积极开展乡
村建设行动，持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 加快把连云
港建设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新时代鱼米之乡”。 希望广大农民朋
友和“三农”工作者紧密团结在党的周
围，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守
住“三农”压舱石，让“米袋子”更加稳
当、“菜篮子” 更加丰盛， 走好科技兴
农、产业富农、品质强农、开放惠农的
康庄大道， 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中大显
身手， 在新时代希望的田野上创造更
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最后，祝愿港城大地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 祝福全市农民朋友收成越来
越好、日子越过越火、生活越来越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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