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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首届长三角森林康养和
生态旅游宣传推介在浙江桐庐举行，三
省一市的森林旅游资源争奇斗艳，为长
三角市民献上一场旅游攻略盛宴。

从宁镇山脉、浙西山水到皖南名岳，
森林资源在长三角腹地织就绚丽画卷，
与沿江沿海的城市群交相辉映。“2019
年，长三角地区年接待游客量 5.5 亿人
次，其中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产值超过
3500 亿元。”浙江省林业局局长胡侠介
绍，三省一市共拥有世界自然遗产 4 处，
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 122 个、自然保护
区95个、森林公园284个、湿地公园194
个，在生态旅游的再开发与深度开发时
期，市场容量增大、产业外向度明显。

“森林康养的春天来了！”浙江省老
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国付介绍，森林
康养不仅陶冶心情、“洗心洗肺”，对健康
益处多多。“发展森林疗养于国促进国民
健康、林业转型，于民则是促进大众健
康、提升生活品质，但当前多为林业、文
旅部门牵头负责，建议与医疗行业加强
合作，引进卫健部门力量，增强森林康养
针对性和实用性。”

“当下，我们并不缺少旅游资源。只
是我们多数旅游还停留在走马观花打卡
即过的形式。随着经济水平提升，人们
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更迭，转而
寻求更具体验的旅游产品，森林旅游就
是其中的一种。”南京大华国旅资深导游
培训师巫鹏飞表示，森林旅游相较于人
文类旅游，更亲近自然，更倾向于放松身
心，健身养生。

位于苏浙皖交界处的安徽省郎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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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岭六县”，因为拥有广袤而独特的森
林资源，发展森林康养更为旅游界看
好。该区域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森林
面积占 4479.3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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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岭六县”的诗和远方，令
人流连忘返。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溧阳一条彩虹
路串珠成线打造全国网红路，带动沿线
10 万农民增收；一间小茶舍带动农旅融
合乡村实现收入40亿元。今年6月初召
开的2020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
会要求，在省际毗邻区域共建长三角产业

合作区。如今这片沃土“热起来了”。
“以‘一岭六县’为代表的浙西山水、

皖南名岳，森林资源丰富，是长三角共同
的‘后花园’。”江苏省旅游学会副会长、
南师大教授沙润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不能忽视繁华城市带背后这片莽莽苍
苍的山水名胜区对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
推动作用。困扰这一地区与城市群联系
的主要障碍还是交通，尤其是沿江城市
带与这一带的快速交通。江苏省发改委
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江苏不但将尽早
上马宁宣黄高铁，还考虑规划镇杭铁路
连接千岛湖，以及在既有宁杭铁路以西
建设宁杭二通道。

目前，江苏已创成国家森林城市 8
个，全国绿化模范市、县（市、区）46个，全
国绿化模范单位 58 个，全国生态文化村
43 个；已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
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213

个；培育了一批以江苏黄海海滨国家森林
公园、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森林
康养、养生、体验基地。这些生态之地已
成为人们敞开心扉“森呼吸”、拥抱自然

“林距离”的“城市客厅”。2019年全省省
级以上森林公园接待游客 8237 万人次，
直接产生经济收入50亿元。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处副
处长杨维启介绍，江苏结合省内的森林
资源，以“水韵江苏 森居健出”为主题规
划打造 5 条生态旅游线路，其中“情寄山
水，竹风茶韵”南京—常州—无锡、“江湖
览胜，山水如意”苏州—南通—泰州等向
三省一市推介。“未来将着重完善这 5 条
线路，将其作为明星产品开发推介，同时
加强和长三角其他省市的交流合作，争
取实现区域内优质森林旅游资源有机组
合与流动。”

本报记者 颜 颖

首届长三角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推介活动举行——

敞开心扉“森呼吸”拥抱自然“林距离”

抓住“上海核心”，承接上海辐射

“深度融入长三角，盐城要聚焦‘接
轨上海’这个核心，努力实现‘上海总部、
盐城生产’‘上海需要、盐城配套’‘上海
成果、盐城转化 ’‘ 上海市场、盐城供
给’。”9月11日，盐城市委书记戴源在领
衔督办该市政协重点提案“全面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战略”时强调，“接轨上海、深
耕长三角”是事关盐城长远发展的重大
战略举措，要争取更多重大项目和重要
事项列入上海“十四五”规划“盘子”。

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以上
海为中心的发展辐射轴上，一直是以西
北向的沪宁、西南向的沪杭为重点，近年
来随着跨江通道建成，向北的沪盐和向
南的沪甬逐渐形成新的优势。盐城是上
海北向发展轴上的重要城市，向北连接
连云港、青岛，向南经南通接上海，承接
上海的辐射条件日益改善。

而在情感上，盐城与上海有着难以
割舍的血脉亲情。曾经，十万上海知青
在盐城挥洒青春和汗水，盐城已成为他
们心中无法割舍的第二故乡。今天更多
沪盐互动精彩演绎。在盐城，上海有一
块 307 平方公里的“飞地”——与我省合
作共建的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列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集聚了
临港集团、光明集团等龙头企业，沪苏浙
合作的正泰新能源项目开工建设。这里
成为承接上海和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
重要载体。

最近，上海提出打造成为国内大循
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链接。与上海同向同轴、借力升级，盐城
聚焦接轨上海这个核心坚定不移。戴源
说，对盐城而言，对外开放集聚资源，一
个方向是韩国，一个方向是上海，这是

“十四五”的重点。
盐城与韩国经贸人文交流广泛，建有

中韩FTA合作框架下长三角地区唯一的
国家级平台——中韩（盐城）产业园。依
托中韩（盐城）产业园，盐城做好中日韩东
亚的小循环，责无旁贷，且机遇无限。

而对于上海，盐城还要有更高远的
眼光，抓住“上海核心”的同时，放眼整个
长三角。今年上半年，盐城新开工亿元
项目中，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就有 106
个。今年底，盐通高铁将贯通。这条高
铁连接起青岛和上海，在黄海形成南北
向城市发展带，盐城是重要节点。过去
沿黄海城市北起青岛、烟台，南到宁波，
都各自以向西沟通为主要方向。现在，
这条城市带集港口、航空、公路、铁路等
于一体，现代化交通体系已经形成，盐城
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

生态好空间大，盐城优势资源

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长三角地
区，世界自然遗产黄海湿地 20 多万公顷
的滨海湿地与发达的城市经济融合共
存。这里有我省乃至长三角地区最大的
绿肺、最好的空气。

“生态好是大自然对盐城最深情的
馈赠，也是盐城最大的优势之一。”盐城
市市长曹路宝说，在全面融入长三角的

过程中，盐城将坚定不移地把生态好、空
间大、农业强等独特的优势，转变为差别
化竞争力。

海洋、湿地、森林三大生态系统，不
仅吸引了大批长三角的游客，还是盐城
绿色发展的宝贵财富。盐城构建跨区域
生态治理体系，提出环黄海生态经济圈
和沿黄海城市生态链建设的构想，加快
中韩自由贸易区和中韩（盐城）产业园建
设，构建起从江苏到黄海沿海各省，再到
韩国、日本的跨区域生态协同保护格局
和区域绿色经济布局。同时主动对接上
海的康养产业品牌资源，发挥湿地自然
遗产、黄海森林公园等综合效应，在盐城
东台共建长三角地区高端康养基地。

空间大，使盐城具备承载重大项目
的良好条件。盐城全市陆地面积1.69万
平方公里，面积接近三个上海，是苏锡常
土地面积的总和。在沿海地区拥有 51
万亩盐田，均为成片建设用地，有长三角
地区最大、最具潜力的后备土地资源。
依托深水良港、河海联动和成片建设用
地，盐城举全市之力规划建设滨海港工
业园区，该园区跨滨海、响水两个县，规
划面积 616 平方公里，是一个跨区域联
动发展的城市新功能区，有望成为盐城

的“浦东新区”“江北新区”。
盐城还是长三角中心区唯一农业总

产值超千亿元的城市，对全国的贡献可
以概括为“11223”，就是以占全国0.64%
的耕地面积，生产了全国 1%的猪肉、1%
的粮食、2%的水产品、2%的蔬菜和 3%
的蛋类。盐城还是全省唯一百亿斤产粮
大市，常年种植粮食面积 1470 万亩左
右，去年粮食产量 712.3 万吨，可以满足
全省一半人口的粮食需求。今年，盐城
夏粮总产 256 万吨，生猪存出栏数均居
全省第一，不仅把自己的饭碗端稳端好，
也为长三角消费大市场提供了丰富的优
质农产品。

这些年，盐城通过北上海“飞地经济”
示范区、上海科创成果转化基地、上海优
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上海生态旅游康养基
地的“一区三基地”建设，打造长三角北翼
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尤其是盐城越来越
多的优质农产品，被端上了沪上人家的餐
桌。上海农产品消费“胃口”巨大，如今上
海市场销售的农副产品约 10%来自盐
城，盐城建成上海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
37个，占上海建成总数的近一半，年销售
额突破 330 亿元，成为上海的“米袋子”

“菜篮子”“肉盘子”和“奶瓶子”。

集聚重大项目，产业联动发展

在“飞地”纽带的连接下，盐城与上
海从农产品保障不断向产业联动纵深拓
展。置身于长三角中心区城市群的新坐
标，汽车、钢铁、新能源、电子信息等盐城
四大主导产业的发展脉动，无不紧贴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宝武盐城绿色精品钢基地项目，是环
保、智慧、效率全方位领先的世界级“未来
工厂”，是盐城积极抢抓长三角一体化等
国家战略叠加机遇、加快推进“两海两绿”
取得的重大成果。今年1月，戴源率队赴
上海拜访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就双方共同
在滨海港工业园区布局建设的2000万吨
级规模的绿色精品钢项目，进一步推进在
港产、港口、港城等领域的投资与合作。
项目一期产能规模800万-1000万吨，投
资500亿元。3年左右完成项目建设，将
建成集码头、炼焦、煤气利用综合发电机
组、烧结、炼铁、炼钢、轧钢为一体的全流
程钢铁联合企业。

产业强市，列盐城“三市战略”之
首。9 月 7 日，2020 中国新能源高峰论
坛在盐城开幕，搭建起海内外能源领军
企业、行业领袖和高端智库合作交流平

台。拥有丰富的风光资源，盐城集聚国
家电投、华能集团等一批行业龙头，海上
风电总装机容量占全国近 1/2、全球 1/
10，全市每使用 100 度电就有 60 度来自
新能源发电，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风
电第一城”和绿色能源城市，为长三角地
区提供可持续的绿色清洁能源。

盐城还积极主动对接长三角地区科
创资源，拓展“研发飞地”平台功能，在上
海成立国际科创中心，推动盐城企业的
研发中心设在上海、研发成果用在盐城，
共享长三角创新资源，推出人才政策“新
十条”，集聚更多高端领军人才和创新创
业团队，并从降成本、强服务、树诚信、治
顽症四个维度发力，落实 24 项政策举
措，吸引投资、集聚要素。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强的区域
带动和示范作用，盐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战略机遇，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将
聚焦‘一体化’的核心内涵，紧扣‘高质量’
的目标取向，主动作为、大胆突破，全方位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布局，以‘十三五’的助
跑蓄力，推动‘十四五’期间起跳跨越。”曹
路宝说。 本报记者 卞小燕

配图：世界自然遗产黄海湿地。
盐阜大众报供图

苏北唯一列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盐城：

深融长三角深融长三角 接轨大上海接轨大上海

双节长假双节长假，，盐城盐城1919家重点景区接待游客家重点景区接待游客420420万人次万人次，，旅游收入同比增长旅游收入同比增长4545..11%%，，

大丰荷兰花海大丰荷兰花海、、黄海森林公园黄海森林公园、、麋鹿和丹顶鹤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和丹顶鹤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滩涂湿地以及滩涂湿地

等网红打卡地等网红打卡地，，吸引了一波又一波上海和苏南的游客吸引了一波又一波上海和苏南的游客。。

红火的旅游业是盐城深度融入长三角红火的旅游业是盐城深度融入长三角、、共享长三角一体化成果的一个缩影共享长三角一体化成果的一个缩影。。作作

为我省苏北唯一列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盐城为我省苏北唯一列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盐城，，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从战略规划从战略规划、、交交

通衔接到产业配套的方方面面通衔接到产业配套的方方面面，，深融长三角深融长三角、、接轨大上海接轨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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