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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稻浪滚滚。长三角大地一派繁忙的
秋收景象。上周，沪浙皖各地举办2020中国农民丰
收节，庆祝汗水浇灌的红火日子。安徽自贸试验区
及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正式获批，长三角自贸
试验区在丰收的九月大扩容。

收获的成果展，全民的欢乐节

收割机隆隆向前，丰收喜悦洒满大地。水稻已
进入集中收割期，上海“粮仓”奏响了秋粮丰收的序
曲。在松江区，粮食早熟品种“松早香 1 号”收割，
头茬秋粮归仓；在奉贤区“西部粮仓”庄行镇，6000
多亩早稻已收割 3312 亩，市民可在中秋前后尝新
米，尚余 25000 余亩中晚稻，将在国庆节后陆续进
入成熟期。

今年的丰收来之不易，经受住了疫情和洪灾双
重考验。作为农业嘉年华，丰收节是一年收获的成
果展，是全民的欢乐节。在 2020 中国农民丰收节
安徽主会场泗县石龙湖田园综合体，鲜艳的彩旗迎
风招展，色彩缤纷的蔬果和鲜花装扮出浓浓的节日
氛围。村民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用秋收的累累
硕果，庆祝丰收节的到来。

在展台前，来询问的顾客络绎不绝。宿州市民
张璐带着家人在展区买了很多特产，有皖西白鹅、
铜陵生姜、霍山石斛等。“没想到安徽有这么多优质
农产品，今天来算是开了眼界，收获满满。”张璐笑
着说。

“春风十里稻花香，水清沙白鱼儿壮。股票
田里好风光，致富乡里树百强⋯⋯”在浙江，“老

乡说小康”农民故事大赛煞是热闹。来自浙江 11
个地市的 23 名新农村建设者和见证者们，生动
地讲述小康路上动人故事。

“我的农场名叫‘归本’，取回归本心之意。毕
业时，当大部分同学选择留在大城市找工作，我却
回农村当农民。我喜欢农业，今天你洒下了多少汗
水，明天土地就会给你多少回报。”来自宁波市鄞州
区的“90后”小伙汪琰斌带着新农业的梦想，在台上
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

汪琰斌的归本农场全程机械化，2019年粮食产
量达2200吨，实现销售额800万元。今年，归本农场
被选为鄞州区慈善扶贫基地，带动乡亲们一起致富。

自贸试验区，实现全覆盖

自贸试验区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上
周，国务院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
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截
至目前，全国自贸试验区已增加至 21 个，长三角三
省一市完成自贸区全覆盖，区域联动和协同发展有
望迈上新台阶。

安徽“上新”，大器“皖”成。对于安徽而言，设
立自贸区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发展历程中具有
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开局就发力，起步就冲刺。9月24日，中国（安
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正式进入全面启动高水
平建设阶段，确保一个月内基本成形、两个月内步
入轨道、三个月内形成阶段性成果。

虽然不沿边、不靠海，但安徽有着长三角最广

阔腹地，承东启西、区位独特，位于多个国家战略的
重要节点。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安徽想要当好
探路者，就必须锚定方向、乘势而上，加速汇入世界
经济大循环。这也将成为长三角联动发展的新契
机，更进一步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浙江“扩容”，“弯道超车”。根据《中国（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新设立的浙江自
贸试验区扩展区域实施范围 119.5 平方公里，涵盖
宁波、杭州、金义 3 个片区。扩区后，浙江自贸试验
区的功能定位，将从目前的聚焦油气全产业链建
设，向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国际航运物流、新型
国际贸易等五大功能定位拓展。

挂牌仅三年，浙江自贸试验区何以率先扩区？
参与起草此次扩区方案的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
兰健表示，扩区与浙江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成绩密不
可分。在今年 4 月、挂牌三周年时，浙江自贸试验
区已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和实践案例 116 项，其
中全国首创52项，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有27项，数量
位居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前列。

“此次扩区新政，要求浙江自贸试验区利用新
的功能定位在多领域加快改革。”兰健说。

上海长护险，护理送上门

“太好了，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说起雷打不
动每天上门的护理员郑四喜，家住上海胶州路的
老徐赞不绝口。5 年前，老伴动了蛛网膜手术，术
后恢复期间又不慎摔倒，长期瘫痪在床。如何照
料老伴的日常起居，成了老徐最头疼的事。前年，

他们成功申请享受到了长护险服务，护理员郑四
喜每天上门，两年多下来，老人身体状况有了显著
改善。

作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推出的民
生举措，近年来，上海在全市范围探索开展长期护
理保险试点，为有实际需求的失能老人提供了更高
质量和水平的护理保障服务。

在推动长护险试点落实中，上海注重以政策先
行示范带动产业发展。目前，各类定点护理服务机
构已达 1100余家，培育壮大了一大批连锁化、品牌
化、规模化的社区服务机构。社区护理站从 6 家增
长到 200 余家，促进了就业特别是郊区农村富余劳
动力转移。

村级矛盾如何一站式化解？浙江省台州市黄岩
区院桥镇横泾村村社换届信访专窗发挥了作用。黄
岩区在区乡两级设立村社换届工作专窗，依托“善治
永宁”系统手机端，线上线下一站式受理村级矛盾纠
纷，并同步建立分流交办、限时办结等机制，提升办
结率。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区共受理涉村社换届矛
盾纠纷450余件，化解率近八成。全区11个矛盾复
杂村全部完成转化。

退捕渔民如何更快实现退得出、稳得住、有
就业、能致富？上周，安徽省、市、县三级人社部
门联动，在合肥、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
等地同步集中开展退捕渔民专场招聘活动，组织
500 余 家 企 业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20000 余 个 ，吸 引
5000 余名退捕渔民进场求职。

本报记者 王建朋

丰收节庆丰收 自贸区全覆盖沪浙皖七日谈

上海世博会沙特馆落户常州，高铁新城多个项
目开工，中德（常州）创新产业园以 123 天的常州速
度落成⋯⋯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常州以不寻常
的加速度，迈出更有力的一体化步伐，致力于打造
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

高铁新城，常州“中轴崛起”新支点

还记得上海世博会期间最具人气的沙特馆
吗？展馆形似一艘“月亮船”，拥有全球最大的异
形巨幕影院，创下 9 小时的最长排队记录。9 月 26
日，世博沙特馆移建常州项目举行奠基仪式，浪漫
的“月亮船”将永久停泊常州江南环球港。

江南环球港人流日均近8万人，双休日突破15
万人次，绝大部分游客来自苏锡常都市圈。在江南
环球港区域打造沙特国家展示馆和丝绸之路海洋
馆特色文旅项目,是常州市参与长三角区域合作的
最大文旅项目。

月亮船是常州高铁新城重点项目。这里有商
业文旅综合体、优质教育资源和综合性写字楼，总
投资达 207 亿元。除了沙特月亮船，还有国际社区
小镇，国际马拉松、足球中心、网球中心、水上运动
中心等项目在推进。

交通一体化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显著标
志。“轨道上的长三角”呼啸而来，常州占据中轴枢
纽区位：京沪高铁、苏锡常城际铁路、沪蓉高速联结
东西，常泰通道贯穿南北。港口机场通江达海，形
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从高铁枢纽到站城综合体，常州邀请东南大
学段进院士、德国欧博迈亚、MAD 国际建筑师马
岩松等顶尖团队，聚焦“城市新中心、中轴新支
点、产业新高地、智慧生态城”定位，打造中轴崛
起战略支点——常州高铁新城，以站城综合体为

核心，地上地下一体、南北拓展，高线游廊系统、
云巴、BRT、地下车行环路与城市“血脉相连”，打
造枢纽活力城，龙城夜未央。

常州市委书记齐家滨说，放眼长三角城市群，
高铁新城已成为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的重
要“引擎”，把区位交通、产业基础、科教资源优势加
快转变为竞争优势。随着常泰过江通道加快建设，
常州作为长三角中轴枢纽城市的战略地位日益凸
显。常州高铁新城地处链接东西、沟通南北、通江
达海的黄金交汇点，必须进一步优化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布局，整合贯通空、铁、水、公立体交通网络，承
担起中轴崛起“新支点”、跨江融合“桥头堡”、辐射
周边“强磁场”。

齐家滨表示，“十四五”期间，常州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一大批上市公司、头部企业、金融资本、顶尖
人才集聚。高铁新城聚力聚焦先进制造业总部经
济、现代服务业楼宇经济、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三
新经济”和年轻人经济，加快建设金融商务中心、区
域总部中心、国际会展中心、文旅体育中心、品质生
活中心，打造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双向链接，工业明星城市的产业定位

不显山露水的常州“外资小镇”薛家镇，竟“藏”
有 5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子公司。镇党委书记徐俊
说，薛家镇现有外资企业 119 家，其中规模以上 69
家，累计到账外资 19.6 亿美元，近两年德国蒂森克
虏伯、韩国现代、美国特雷克斯 3 家外资企业累计
到账外资1.04亿美元。

随着长三角供应链配套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深
耕长三角周边，薛家外资小镇是常州这座“工业明
星城市”在长三角产业链条上的一个“节点”。“这里
功能配套全，产业链半径在百公里左右。仅常州周
边就有 37 家配套供应商。”乔治费歇尔机床（常
州）有限公司曹兴华告诉记者。

基于常州在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和供应链资源，德
国宝马格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决定将设在中国的生产

基地和研发中心从上海转移到常州。新工厂的面积
是上海工厂的三倍，产能也提高了两倍。宝马格（中
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功成表示，“现在的钢
结构零部件供应商基本在常州及周边一带，常州高新
区云集了江苏、小松、常林等六七家全球知名的工程
机械制造商，整个工程配套资源丰富，人员素质高。
近年来，这些龙头企业产销年均增长50%以上。”

常州通过打造中以、中德等多个国际合作园区，
成为吸引长三角外资企业的强磁场。常州市市长陈
金虎表示，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的重要成员，常州致力
于打造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让所有扎
根常州的企业和人才与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一起成长，共享发展红利。

长三角即是投资窗口，也是共赢平台。用世
界眼光丈量发展，常州厚重的工业家底、璀璨的隐
形冠军、辈出的大国工匠、发达的职业教育，和德
国有着众多相似之处，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园落
子布局常州。全市累计设立德国投资企业 203
家，集聚了蒂森克虏伯、西门子、博世、曼恩、大众
等德国世界 500 强企业。2020 年，常州市委、市政
府高标准打造中德（常州）创新产业园，提升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推进长三角范围内国
内国际双循环双向链接。

一岭六县，串联长三角“生态绿心”

苏皖边界，天目山余脉往东延伸，一汪清泉从
天目山主峰蜿蜒而来，流经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
广德县，穿越伍员山，往东汇流于常州溧阳市天目
湖。作为上海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交汇点，常州
拥有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地域优势、生态优势。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出了苏杭、美在溧阳。”
溧阳市委书记徐华勤说，溧阳主动谋划苏皖合作示
范区，打造省际边界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实践样本。
2018 年，苏皖合作示范区规划获得国家发改委批
复。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以苏浙皖 6 个县（市），
以及上海“飞地”白茅岭农场为主体，建设长三角一

体化生态创新试验区的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确
定为重点督办建议。

“一岭六县”范围包括安徽省郎溪县和广德县、
江苏省溧阳市和宜兴市、浙江省长兴县和安吉县、
上海市白茅岭农场。从地图上看,这片区域位于长
三角地理中心,是长三角三省一市无缝对接的天然
功能区块。今年 6 月召开的 2020 年度长三角地区
主要领导座谈会上，提出在“一岭六县”省际毗邻区
域共建长三角产业合作区。这里不仅是长三角一
块无缝对接的天然功能区块，也是唯一一处实现三
省一市要素全覆盖区域空间。

跨界合作，“一岭六县”热了起来。以生态为底
色、以县为单位，打造省际边界地区一体化发展的
新格局。山水相连、人缘相亲,三地在机制体制建
设、环保共育、产业合作、设施互联、民生共享等领
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借助溧阳市社渚镇“中国青虾
第一镇”品牌优势，三地建立养殖协作模式。苏皖
合作示范区网上人才市场为三地群众提供更大就
业平台，郎溪、广德到溧阳就业人员超过3000人。

更亮眼的是，一岭六县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
其 中 森 林 面 积 4479.3 平 方 公 里 ，森 林 覆 盖 率
44.3%。其中，浙江安吉和常州溧阳着力打通“两
山”转换新通道，推动产业融合绿色发展。在溧
阳，1 条彩虹路，串珠成线打造全国网红路，“我家
门口那条路”带动沿线10万农民增收；1间小茶舍，
带动农旅融合乡村生金，实现农旅收入 40 亿元；1
个如意小食堂，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大民生。

在前不久举办的长三角产业合作区（一岭六
县）文旅联合行动暨“生态旅游”文旅产品采购大会
上，与会代表共商“长三角之心”旅游发展前景。美
丽的“一岭六县”串连成了“长三角之心”，也串起
了一条举目所及、满眼翠意的奇妙线路。无论“空
山新雨后”的山景，抑或“行舟绿水前”的湖光，或者
是“川原五十里，修竹半其间”的竹林农舍⋯⋯沪苏
浙皖、一岭六县的诗和远方令人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蔡 炜 张宇熠

从交通枢纽、产业链接到“生态绿心”

常州打造长三角“中轴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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