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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十字”交通框架，打造2
小时长三角通勤圈

11月28日，常泰长江大桥2号墩首
节钢围堰完成吊装，标志着常泰长江大
桥天星洲专用航道桥水下基础施工进入
新阶段。

作为我省“南接北联”区域大通道建
设重点工程之一，常泰长江大桥是《长江
经济带立体综合交通走廊规划》中批复
的省14条过江通道之一，是地区稀缺的
铁路过江资源。大桥位于江阴大桥和泰
州大桥之间，使这段长江岸线上每隔30
公里左右就有一座高速公路过江通道。
它的建设对泰州而言，不仅具有交通出
行意义，还使从泰州到常州的江苏中轴
线被串联起来，加快跨江融合发展，推进

“锡常泰”城市组团形成。

融入长三角，交通要先行。泰州市
力争通过“十三五”期间的努力，2小时通
达长三角城市群省会城市，1.5小时通达
省内设区市，形成“1小时市域交通圈”，
半小时中心城区通达各县级节点，建设
区域性交通枢纽城市。

此外，《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
划》提出，到2035年之前，还将有三条过
江通道落地靖江。与此同时，北沿江高
铁、盐泰锡常宜铁路前期工作抓紧推
进。泰州南站将成为泰州主要的高铁站
之一，泰州围绕泰州南站打造城站一体

“高铁上的城市”，成为“枢纽之城”。
一条条南北、东西走向的新通道

在泰州交汇，搭建起“十字”交通框架，
长江两岸的一体化进程由此按下“快
进键”。

江阴大桥，是泰州、靖江融入苏南的
第一条过江通道。1999年9月28日大
桥建成通车，第二天出版的靖江日报刊
登《驱车过大桥》一文写道：从大桥宾馆
上大桥，到江阴北出口，只用了近10分
钟。江苏扬子江高速通道管理公司最新

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江阴大桥交通量
已达10.2万辆/日，节假日期间最高约达
16.1万辆/日。大桥通车带来一个个“发
展红利”，泰州成为中国最大民营造船基
地、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全球最大的系
泊链生产基地。

跨过“天堑”融入苏南，“锡常
泰”产业协作密切

今年4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实施方案》发
布。“支持江阴—靖江工业园区建设跨江
融合发展试验区”是推进跨界区域共建
共享的一项内容，这是对两地推动高质
量跨江融合发展的肯定，也为两地加快
同城化发展提供了新动力。盐泰锡常宜
铁路、江阴第二通道等项目建设，将提高
江阴、靖江公共设施互通共享水平，加快
两地高质量融合发展和靖江加速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

跨江联动，隔江相望的江阴、靖江第
一个“吃螃蟹”。2003年8月，两地打破
行政区划界线联动开发，江阴—靖江工

业园区揭牌。如今，园区成为中国民营
造船、国家重钢结构两大产业基地，形成

“特色冶金—机电—汽车零部件—特色
车辆”“特色冶金—钢结构—船舶修造”
两条产业链，并创造出五个“国内之最”：
最大的集装箱船、最高建筑的钢结构、最
先进的高速铁路线缆、跨度最大的跨海
大桥钢箱梁、最高强度的系泊链。

在联动开发带动下，大量苏南企业
到靖江及周边地区投资发展。泰兴黄
桥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邵鸣介绍，2014年4月底，“江阴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黄桥工业园”获得省政府
认定。在首个江阴落户项目的带动下，
成功引进26家江阴企业，总投资数十
亿元，为老区提供了近万个就业岗位。
目前，规划2平方公里的“上海金桥集团
黄桥产业园”也已揭牌，落户企业5家，
力争将产业园打造成跨区域合作的示
范园区。

“江阴、靖江两地城市毗邻、大桥联
通、文化相近、互有需求、互补性强，且
有了成功合作的载体，实现同城化发展
最有条件。”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教授
在创建江阴-靖江高质量跨江融合发展
实验区研讨会上建议，两地加快实现产
业、城市、生态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和毗
邻城市的互通共享，打造一个既共享城
市发展资源、又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同城
化样板。

常泰大桥的通车，又让泰州、常州
产业协作进入“蜜月期”。11月23日，
泰兴—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跨江联
动发展座谈会举行，《跨江融合园区高质
量发展共建协议》《跨江融合港口一体化
发展合作协议》等三个合作文件签署。
泰兴市委书记刘志明说，泰兴、常州新北
区地缘相接、人文相亲，合作基础好，有
条件探索出更有成效的合作共建模式。

作为制造业大市，常州和泰州两地
产业上互有关联。比如生物医药，泰州
拥有中国医药城，而常州的新医药产业
也是重点打造的“十大产业链”之一。在
去年的省“两会”上，泰州、常州的20多
名省人大代表共同提出议案，建议加快
常泰融合，实现中轴崛起。打造交通、产
业、生态、创新和开放五大江苏中轴走

廊，围绕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制造、新材
料等方面加快集聚。

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中部支点
“左右逢源”

地处长江之滨、背依里下河腹地的泰
州，是我省较为年轻的地级市，过去一直
被看做“扬泰地区的东部”，“笼罩”在苏南
诸多工业明星城市的光环里。如今，泰州
厚重的文化土壤、与周边城市的“血脉关
联”，加上交通区位带来的交往便利，为泰
州“中部崛起”筑牢“硬核支撑”。

6500年前，长江、淮河、黄海三水交
汇，生长出泰州这片土地肥沃、物产丰
富的鱼米之乡，孕育了泰州这座城市开
放包容、温和敦厚，又坚韧不拔、一往无
前的独特气质。1500年前，泰州依靠京
杭大运河这条水运大动脉，开启了持续
千年的繁华。如今，泰州依靠全国的高
铁大动脉和一条条跨境而过的过江交
通，牵手沪宁线、通泰扬，跨越千年、再
创辉煌。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长江和大海的
碰撞交汇形成了泰州和上海。如今，上
海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泰州位于江
苏地理中心、长三角中轴。400多年前，
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将“泰州学派”带
到当时的松江府开枝散叶。100多年
前，泰州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在刚满
20岁时，登上了上海的“丹桂第一台”，
从此红遍天下。泰州加入上海两小时

“朋友圈”后，将成为上海辐射江苏全境
和长三角腹地的“中继站”“放大器”。

泰州和无锡、常州的人文交流更是源
远流长。古代泰州与广陵扬州、兰陵常
州、金陵南京相呼应；江阴和靖江一江之
隔、一衣带水，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历史
上曾经同属一个行政区……去年10月
底，以“泰州学派的思想传承与现代转化”
为主题的江南文脉·泰州学派分论坛暨泰
州学派学术研讨会在泰州举办。专家们
认为，泰州学派作为江南文化版图的重要
思想流派，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
产，“万物一体”“百姓日用即道”“人人君
子”等思想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
响，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本报记者 赵晓勇

泰州打造我省“中部支点”城市——

抱团“锡常泰” 融入长三角

12月是一年中最后一个月，沪浙皖
在冲刺全年目标的同时，辞旧迎新、布局
来年，以“稳下心、沉住气”的姿态，加强
公共卫生的思考，强化数字赋能，以数字
化改革撬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精雕细
琢”办好民生实事。

生命至上，上海筑牢重大疫病
“防火墙”

疫情期间，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承担了繁重的救治任务，集结了全市
各路医疗资源和顶尖团队，形成了医疗
救治“上海方案”。

继续当好疫情防控的敏锐“前哨”和
坚强“堡垒”，上海提出狠抓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20条”，全力打造国际一流公共
卫生平台，更好发挥预防、临床、科研、教
育教学和国际交往优势，为把上海建设
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最健全的城市之
一，提供有力支撑。

11月30日，浙江省举行第五十七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提
出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我省
已印发了《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和《浙江省突发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事件应急预案》。”浙江省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浙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首个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
行制修订的省份。

在安徽，经过不断努力，全省优质高
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推进
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成熟
定型，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人民群众
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一网通办，“浙里办”上线600
余便民项目

“合作更紧密，互联更美好”。日前，
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在乌
镇闭幕。11月30日，浙江省委常委会召
开会议提出，用足用好世界互联网大会
溢出效应，奋力打造数字变革新高地、数
字中国示范区。

作为浙江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总

门户和打造“掌上办事之省”的重要平
台，“浙里办”体现出浙江“整体政府”的
理念。

注册用户总数超过4900万，上线
便民服务应用600余项，推出特色创新
专区23个……在总体承担“浙里办”平
台开发、运营和维护等工作的数字浙江
技术运营有限公司，每个人都对这组最
新数据耳熟能详。“群众和企业办事只
需打开一个客户端，就能找到不同层级
不同部门办事的功能。”“浙里办”平台
运营经理马博说，“和以往单纯面向用
户不同，现在需要同时面对办事群众、
企业和政府部门多方群体，协助各级部
门把服务上架到‘浙里办’，让群众获得
好用的服务。”

发力城市数字化转型，上海找准经
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的突
破点：经济数字化，企业尤为关键；治理
数字化，是政府为企业营造更优环境的
重要一环；新经济企业的发展壮大，以及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的不断升级，将不断对整个城市赋
能，让人们对于生活数字化的感知更为
明显。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不只是
技术层面的事情，更是通过数字化的技
术，最终实现整个社会各方面的转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
长樊博说，这背后的司法、隐私和文化，
都是上海需要全面考量的问题。

努力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全面、更
加精准、更加周到的服务，数字化同样能
够发挥“魔力”。12月3日，安徽省民营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上线仪式在合肥举
行。据悉，该平台是安徽创新企业服务
机制、提升企业服务质效的重要窗口。

灾后修缮，安徽完成倒塌损毁
房屋重建

今年夏天，安徽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
害，许多群众房屋倒塌损坏。据统计，全
省共18416户房屋须重建修缮。12月3
日，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透露消息，各地按
照“确保11月底前完成倒塌房屋重建和
损毁房屋修缮加固”要求，全力推进水毁
群众住房恢复重建（修缮）。截至11月30
日，重建（修缮）任务已全部完成。

为核准重建完成情况，12月1日起，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成立5个工作组，分

赴合肥、阜阳等12个市21个县（市、区），
重点深入偏远山区和乡镇村组，采取随
机抽查、对标验收的方式，实地开展水毁
群众住房恢复重建评估验收。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创业创新热
潮迭起，但个人破产制度却一度缺失。
为了让诚信债务人有机会重获“新生”，
12月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浙
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
工作指引（试行）》，提出通过附条件的债
务免除、诚信财产申报、合理确定“生活
必需品”以实现破产制度中豁免财产目
的等途径，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中
充分探索个人破产制度。《指引》的出台，
标志着浙江省正式探索个人破产制度。

在上海，“精雕细琢治堵”受到市民
点赞。据了解，今年上海共推进96处道
路交通拥堵点改善工程，包括“标志标线
改造项目”“路口渠化改造项目”等类
型。随着上海的道路资源趋于饱和，改
造思路也发生了变化，通过“微工程”的
方式，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实施项目，在有
限的空间内最大限度地挖掘道路潜力，
提升通行能力。

本报记者 王建朋

冬季来临沪浙皖纷推“暖心实事”

筑牢重大疫病“防火墙”修缮房屋灾民“好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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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泰州东环高架式快速路北延段改造工程全线建成通车，泰州环形快速路初步形成，

市民驱车出行去无锡、常州、上海等地更便捷了。

和快速路“环行”一样让泰州人欣喜的是，前不久，泰州直达上海的动车开行，一脚跨入上海“两

小时朋友圈”。泰州市委书记史立军乘坐首班列车，108分钟，从扬子江畔来到黄浦之滨。3天的

“走进大上海 融入长三角”系列活动，30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410亿元。

赴沪动车开通半年之后，泰州至北京的动车也将于近期开通。此外，常泰大桥、江阴靖江隧道

正在建设，北沿江高铁、盐泰锡常宜铁路正在做前期准备。

从城市环路、跨江路桥到京沪动车，泰州在我省交通格局中的“中部支点”地位凸显。利用这一

区位优势，泰州加速融入苏南，和无锡、常州“抱团发展”，打造我省赋予泰州的“中部支点城市”。

泰州凤城河 泰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沪浙皖七日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