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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晴到多云 最低温
度14℃左右 最高温度27℃左右 关注南通发布APP

获取更多资讯内容

理念创新天地宽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中，我们
攀上了出海巨轮的桅杆，看到了更远
的地方。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明确，要通过一体化的发展，
使长三角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发展强
劲活跃的增长极；成为全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
化的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
区；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在这片国家战略新高地上，南通
机遇叠加，期许如虹。2018年11月，
李克强总理在视察南通时指出：“以
国际一流水平规划建设好通州湾港
口，把通州湾建设成长江经济带战略
支点”。

围绕《纲要》谋定而后动，南通改
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市
委书记徐惠民一语破题：过去有一句
话能够概括南通，是“靠江靠海靠上
海”；在新一轮发展当中，我们要改一
个字，变成“通江通海通上海”。

今年4月初，《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实施方案对
外发布，明确提出规划建设南通通州
湾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口。

正如省委书记娄勤俭在第二届
江苏发展大会上推介南通时所期望
的：“这里正在打造江苏新出海口、长
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新枢纽。”

这个新出海口就是位于长三角
北翼的通州湾，将成为江苏真正意义
上的“龙头”港口，进而整合完善江海
河联运集疏运体系，加强跨江联动发
展，努力成为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的
重要组成部分。

创造性落实国家战略、江苏期
待，市委市政府去年底今年初即已先
行布局：用“大通州湾”统筹推进全市
域沿海开发和江海联动发展，推动沿
海港口规划“一张图”、布局“一盘
棋”、资源“一本账”，构建市级统筹、
各板块共同参与的开发建设新格局，
举全市之力将通州湾打造成南通未
来发展新引擎。

今年以来，我市整合散布在南通
206公里海岸线上的洋口港、通州湾、
海门港和吕四港，组建“大通州湾”，

以“湾区经济”思维推动国家战略在
南通落地实施。

由此，“大通州湾”正成为南通争
当江苏沿海崛起龙头、实现高质量发
展走在前列的撬动性工程，勃发出江
海般汹涌的气度和激情。

跨江融合打头阵

万里长江如入海巨龙，南翼是上
海，犹如巨龙“上颚”，位于北翼的通州
湾区当之无愧是“下颚”，正处于黄金
水道与黄金海岸的“T”字形结合部位。

在新一轮发展中，大通州湾加速
“咬合”，以独特的区位优势，在国家
战略的加持下，这颗璀璨明珠正以

“蓝色魅力”引领跨江融合。
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原副院长

何建华长期关注长三角区域发展。
在他的研究视域内，通州湾是东向浩
瀚太平洋的出海门户，西通长江中上
游城市群，南邻上海国际大都市，北
接广袤的苏北平原腹地。借鉴湾区
经济发展经验，建设“大通州湾”，天
时、地利、人和。

苏州，全国最强地级市，在自主
创新、载体建设、产业培育等方面，有
许多值得南通学习的先进经验，苏通
两地也正在实践“优势互补、合作互
动、错位竞争、共同繁荣”，差别化发
展的合作共赢之路。

市委书记徐惠民指出，党中央作
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部
署，省委明确提出加快省内全域一体
化，推进苏通跨江融合发展，使苏通合
作进入了“风口期”，驶上了“快车道”。

苏通跨江融合，首先要跨越思想
上的“长江天堑”，工作理念上对标苏
南，精神状态上比肩苏南。

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提出“全方
位融入苏南、全方位对接上海、全方位
推进高质量发展”目标思路后，学习苏
州“三大法宝”，答好南通“发展四问”
思想解放研讨活动迅速在全市展开。
与此同时，突出培养和使用具有忠诚
品质、拼抢血性、坚韧意志和团队精神
的“狼性”干部鲜明导向，全面激发起
挺进苏南、跨江争雄的火热激情。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晖在研讨交
流中指出，学习借鉴苏州“三大法
宝”，就要求我们要有志存高远的境

界，抬高标杆、拉升标准，自觉置身苏
南板块去定位、去比拼。

江南春和，花开争艳。4月7日，
南通党政代表团赴苏州学习考察，两
地签订苏通跨江融合发展战略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苏通两地将进一步
加强产业协同发展，积极推动建立两
地产业合作联盟，深化交流、园区合
作共建，建立跨区域效能基础设施合
作推进机制，共同推进通州湾长江集
装箱运输新出海口建设。

南通跨江融合发展，“大通州湾”
勇打头阵，成为开篇之作。4月28日
举行的通州湾新出海口（苏州）跨江
融合发展恳谈会上，20个重大项目签
约落户，为通州湾新出海口建设注入
了更加澎湃的动能。

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
表示，苏通合作不仅仅关系到两地的
发展，更关系到全省“1+3”重点功能
区战略，及至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
略的成效。

奋力打造新引擎

为事业拼搏，为梦想前行。任重
而道远者，唯有实干。

通州湾新出海口陆域规划面积
210平方公里，港口规划面积97.9平
方公里、岸线长度86.3公里。

南通自我加压：“一年建设、两年
开港、三年成规模”，确保今年6月开
工建设、明年开港运营，为长江经济带
沿线地区以及苏南、上海等长三角地
区企业出海降低成本、提供便利。

以吕四港作业区为起步港区，布
局集装箱码头和通用码头，在吕四港
片区协同发展现代物流和海洋文化
旅游；以通州湾作业区为主体港区，
重点发展长江集装箱运输、大宗物资
中转，在通州湾示范区和海门港片区
布局钢铁产业链和现代物流业，重点
打造绿色精品钢基地；以洋口作业区
LNG液化品为主体，服务石化、能源
运输，在洋口港片区倾力打造LNG
能源岛和石化新材料基地；沿洋口港
至吕四港海岸线布局海洋生态示范
带……“前港后产”的承载架构、“一
核二区一带”的深度布局，江海文明
锻造的非凡勇气和杰出智慧，“起步
即冲刺”。

向海而生，靠的是一种探索的勇
气，一种开放的胆魄，一种通达的梦
想。“通州湾已不仅是南通的通州湾，
更是苏通合作的通州湾。”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通州湾示范区党工委书
记陆卫东说，作为南通乃至长三角区
域要素最充足、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
通州湾能够成为苏州产业梯度转移、
增量发展的承接地。随着多条跨江通
道的建成、高铁的规划，通州湾将完全
处于苏州核心区一小时辐射范围内。

近年来，恒力新材料产业园、金
光高档生活用纸产业基地等重大项
目相继落户通州湾示范区，为南通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被“蓝色魅力”吸引来的，远不止
苏州企业。上海远至实业有限公司
正计划在通州湾示范区投资 20亿
元，打造一个占地500亩的新技术建
筑材料园区项目。“从今年3月初次接
触，到最终签订合作协议，只用了1个
月多时间。”公司总经理林国立说，通
州湾整体建设规模、后期发展、产业
定位、物流及资源优势等都与公司新
型材料产业非常契合。

大通州湾，正成为客商投资和产
业转移转型的首选之地。目前，中天
钢铁、华峰超纤、金光造纸、桐昆聚酯
一体化、通州湾煤电超临界机组、如东
风电、吕四风电等7个百亿级重特大
产业项目已经落户大通州湾，千亿级
的临港绿色高端产业基地呼之欲出。

刚刚签约的江苏森博新材料有限
公司总经理黄智，对企业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我们很看好大通州湾未来的
发展，计划投资7亿元建厂，一期主要
生产5万吨高性能酚醛树脂和4.5万
吨高性能酚醛模塑料系列产品。”

“通州湾作为长三角战略地区的
重要支点，目前正整体系统谋划海陆
空、公铁水、江海河集疏运体系，放眼
全国，也是珍贵的稀缺资源。”通州湾
港口开发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沈
捷说。

面朝大海，隆隆桩机，夯实全省
生产力布局战略转移的时代担当，奏
响大通州湾迎潮踏浪的春日舞曲。

向海出发，江海联动，打造通州
湾新出海口强劲引擎，南通新一轮改
革开放必将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配图 记者 许丛军摄

更高起点推进
新出海口建设

本报记者 张俊 朱蓓宁 彭军君

44月月2828日日，，苏州独墅湖畔的一场恳苏州独墅湖畔的一场恳
谈会谈会，，让让““大通州湾大通州湾””再度刷屏朋友圈再度刷屏朋友圈。。
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思想交汇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思想交汇，，这是一这是一
场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时领航场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时领航。。

在市党政代表团跨江学习在市党政代表团跨江学习、、苏通苏通
跨江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签订跨江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签订2020
天之后天之后，，南通市委市政府在此举办活南通市委市政府在此举办活
动动，，诚邀各类资本弄潮通州湾诚邀各类资本弄潮通州湾、、创业新创业新
蓝海蓝海，，以共建江苏新出海口为主题以共建江苏新出海口为主题，，落落
实省委省政府推进苏通跨江融合部署实省委省政府推进苏通跨江融合部署
要求要求、、推进两市合作约定落地推进两市合作约定落地。。

作为江苏唯一滨江临海的城市作为江苏唯一滨江临海的城市，，扶扶
海越江海越江、、融入苏南是江海儿女孜孜以求融入苏南是江海儿女孜孜以求
的梦想的梦想。。通州湾通州湾，，则是南通优江拓海则是南通优江拓海、、
江海联动发展的重心所在江海联动发展的重心所在。。面对百年面对百年
未有之新机遇未有之新机遇、、站在国家战略新风口站在国家战略新风口，，
南通以通州湾为前沿阵地和动力引擎南通以通州湾为前沿阵地和动力引擎，，
致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致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胡越）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10日8点17分，D55602次检测列
车平稳驶出安亭西站，标志着通沪铁路赵甸至黄渡段正式进
入信号系统联调联试阶段，距离开通运营再近一步。

信号系统联调联试，是新线联调联试工作的重要内容，其
主要任务是对信号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系统集成方案、系统
接口关系、总体功能、整体性能等进行调试、完善与优化，确保
列车运行各项数据符合设计标准要求。据了解，此次信号系
统调试将每天安排约100个测试序列，同步安排客服、防灾、
综合视频等系统全面测试，预计6月初基本结束。

通沪铁路赵甸至黄渡段4月20日开始联调联试，已先后
安排了检测列车、货物试验列车、综合检测列车、重联动车组
上线，以不同速度等级进行往返检测试验。在完成信号系统
联调联试后，通沪铁路赵甸至黄渡段将先后转入全线拉通试
验和试运行阶段，验收合格并通过安全评估后，力争6月底具
备开通运营条件。

本报讯（记者刘璐）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59
个2019年智慧江苏重点工程项目名单。我市占得5席，入选
数量仅次于南京、苏州和无锡，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我市上榜的工程分别为：市交通信息中心的畅行南通
APP，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南通时空信息云平台，如皋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的智慧旅游项目，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的食品
药品安全信息化惠民工程，港闸区宽通无线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的基于TD-LTE无线政务专网的公共基层治安防控平台
工程。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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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沪铁路赵甸至黄渡段
进入信号系统联调联试阶段

我市5项目入选
智慧江苏重点工程

飞悦农业蔬菜种植技术员赵如海：

“希望年轻人
也能爱上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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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北岸华庭西侧拆迁工地堆满残砖
废瓦，灰尘四处飘散——

扬尘扰民亟盼治理
A4

■各公积金中心要合理延后还贷、提取期限
■因疫情影响未及时还贷，可不作逾期记录

江苏缓缴住房公积金
11.74亿元

截至5日，累计18370家企业72.44万名职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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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通中学全方位开展健康卫生教育

三年寒窗，
学子视力普遍没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