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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8 日上午，徐州方特乐
园项目在铜山区张集镇开工。项目
占地约 401 亩，总投资 40 亿元，是全
省现代服务业重点项目和徐州“招商
引资1号工程”。

方特乐园项目以“让徐州更欢
乐”为主题，集聚方特最新创意成果
与徐州特色元素，充分体现汉文化、
红色文化及区域文化，规划建设印象
华夏、古韵神州、探险森林、飞行基地

等 4 个游乐园。该项目的开工也标
志着徐州方特国际旅游度假区建设
序幕正式拉开。

徐州方特国际旅游度假区是当
地重点打造的全国性旅游标杆项目
和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将建设成
为集生态旅游、文化创意、高端商务
等现代服务业于一体的高质量发展
生态新城。

（岳 旭）

投资40亿徐州方特乐园开工

本报讯 18 日，江苏瑞科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产业化基地项目在泰州
开工。

据介绍，瑞科生物预防宫颈癌
的九价 HPV 疫苗已成功实现了商
业规模工艺放大和三期临床用疫
苗的生产，即将进入三期临床，重
组带状疱疹疫苗、结核疫苗、多价
手 足 口 疫 苗 等 产 品 也 进 展 顺 利 。
该产业化基地项目投资近 6 亿元，
建成后可形成年产九价 HPV 疫苗

500 万支、重组带状疱疹疫苗 500
万支的生产能力。

泰州市委常委、泰州医药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张小兵说，中国医药
城疫苗产业集聚度全国最高，是国
家唯一的新型疫苗及特异性诊断
试剂产业集聚发展试点，疫苗工程
中心是全省唯一、全国最大的疫苗
类成果转化平台，能够提供覆盖生
物制药研发生产全流程的专业技
术服务。 （赵晓勇 刘昊宇）

九价HPV疫苗基地落户泰州

本报讯 18 日，中电海康无锡物
联网产业基地在无锡高新区开工
奠基。

中电海康无锡物联网产业基
地是中电海康集团在物联网产业
进行战略布局的重大举措。基地
总规划占地面积 272 亩，总投资 22
亿元，主要包括中电海康无锡物联
网产业研究院、江苏省物联网产业

技术创新中心、中电海康物联网创
新平台等。基地将整合物联网产
业链相关企业及各类创新资源，集
聚相关企业超过 200 家，各类人才
近万名。

同时，中电海康无锡基金正在
快速推进。基金总规模 20 亿元，首
期 2 亿元，将助力物联网企业研发
和创新。 （浦敏琦）

中电海康无锡物联网基地开建

本报讯 总投资 50 亿元的江苏
弘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期项目，
18 日在海安高新区时尚锦纶产业园
开工建设。

江苏弘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自 2013 年落户以来，企业规模持续
壮大，2019年完成销售收入24.67亿
元。此次新上的三期项目，包括 30
万吨锦纶 6 切片、20 万吨工程塑料
粒子、10 万吨差别化纤维，新上设备
投入 18 亿元。达产后，年销售规模
可达 60 亿元，到 2023 年公司销售收
入有望突破100亿元。

参加开工仪式的海安市委书记

顾国标说，海安将对落户项目提供
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精准服务，
及时关注和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以最大的热忱、最佳的
环境、最高的效率为项目建设保驾
护航。

海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勇华
表示，将始终聚焦“百亿项目、千亿工
业”，深入实施“5123”工业大企业培
育工程，全力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园、
时尚锦纶产业园、台商产业园三大专
业园区建设，把项目建设作为抓机
遇、稳增长、赢未来的重要突破口。

（华 夏 丁 勇 晓 燕 亚 鹏）

海安开建大型锦纶新材料项目

本报讯 18日上午，淮安市盱眙县
明祖陵村，淮安市市长陈之常“开幕”的
话音刚落地，20条捕捞船向水面竞发，
声名远播的盱眙龙虾，今年头网虾活蹦
乱跳出了水，一年一度的中国·盱眙国
际龙虾节正式拉开了帷幕。

十几分钟后，伴随着热情奔放的
渔鼓舞，在全国数百万线上线下虾迷
的见证下，虾农们陆续将捕捞的头网
虾送上岸。200 斤红艳似火的小龙
虾被投进玻璃缸中，等待拍卖。9 家
竞拍者主要来自盱眙的各大酒店，他
们坐在台下，举牌竞拍。在现场观众
的欢呼声中，200 斤头网虾最终以
24.6 万元的价格被红胖胖龙虾酒店
收入囊中。

作为本地成长起来的百万级、千
万级龙虾老板中的一员，红胖胖龙虾
酒店相关负责人说，“一只龙虾”让

20 万盱眙人找到了“金饭碗”，感谢
龙虾节！

2000 年 7 月 18 日，首届盱眙龙
虾节开幕。20 年来，盱眙龙虾节实
现了区域性、全国性、国际性的三大
跨越，创造了中国节庆史上 30 余项

“第一”和“唯一”。
淮安市委常委、盱眙县委书记梁

三元说，20 年来从“金色种子”到参
天大树，盱眙凭着一股敢为人先的闯
劲和韧劲，把小龙虾做出大文章、谱
写新传奇；今年，面对疫情防控的大
考，在复工复产的浪潮中盱眙龙虾一
如既往，率先点亮城市“夜经济”，吹
响复商复市先锋号。“一虾先行、诸业
并进”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有滋有
味的盱眙梦正在都梁大地上变为现
实。

（田 敏 周 莹 苏 晨 志 明）

第二十届盱眙国际龙虾节开幕

200斤头网虾拍了24.6万

“这棵碧螺春老茶树 100 多年
了，不砍枝叶，至少有我一人一手
高。”立夏刚过，在苏州市吴中区洞
庭西山岛金铎山坞茶地里，茶农徐
晓勇拖着一棵刚被连根挖出来的老
茶树，比划着对记者说，“挖了老茶
树，到秋天就栽川茶苗了。旁边这
些小茶树，就是去年挖掉老树后新
栽下的。”

洞庭山碧螺春从唐朝以来就享
盛名，2002 年获国家原产地域产品
保护，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
山是原产地保护区。2011 年，其制
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今年初，洞庭山碧螺春茶
果复合系统又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名录，洞庭山碧螺春由此成
为我省唯一荣获国家级“双遗”的农
产品。如今，原产地保护区的茶农
却挖了老茶树换种外地茶，这是为
什么？

老茶树挖了当柴烧，
原产地难找碧螺春

“现在山上新种茶树都是浙江
的乌牛早或四川小叶茶等外地品
种。老茶树挖得差不多了。我也挖掉
了一大半，早晚都要挖掉。”徐晓勇在
金铎山上种茶已有 40 年，他告诉记
者，这些年村里原有的小叶种碧螺春
老茶树，大部分都被茶农砍挖掉了，
90%的茶地换种了外地茶。

记者随徐晓勇在山道上走了不
到 3 分钟，就在地头看到了 4 户茶农
新近砍挖的老茶树，最粗的树干直
径有 20 多厘米。“这些树，树龄有七
八十年吧。”徐晓勇说。

“老茶树挖了，当柴烧了。”金庭
镇堂里村台照坞茶农陆惠玲告诉记
者，她家有 10 多亩茶地，老茶树挖
了以后，种了 10 墩（当地人把丛生
的或几棵合在一起的植物叫一墩）浙
江乌牛早，5亩地改种四川茶，本地小
叶种的碧螺春老茶树只剩了一小
半。邻居周美仙家，已全种上了四川
早茶。

在洞庭东山，挖掉老茶树换种外
地茶也很普遍。东山镇莫厘村茶农汤
建新说，“引进的外地小山种芽头爆出
来，条子齐整，一采一把，人工省。同
时，因为上市早，可卖 1000 多元一
斤。而本地老茶树是小叶种的晚茶，
采摘费工夫，上市晚，卖不出好价钱。”

“别人在大把数钱的时候，谁还
有耐心等自家茶叶慢慢生长呢？”天
王坞茶商屠建雄告诉记者，“从浙
江、四川、贵州等省引种的外地茶 2
月底就可上市，一斤可卖 1000 元以
上。本地的小叶碧螺春要到3月底才
能开采，集中上市要到清明前后，那时
候，一斤能卖上千元的很少，清明后就四
五百元一斤，谁还会去种本地茶呢？”

当地的碧螺春经销商估算，目前
东山、西山 3 万亩茶地中，外地茶在
80%以上，正宗的洞庭山碧螺春已不
到20%。

“ 引 种 外 地 茶 树 已 经 无 法 遏
制。”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
家委员、苏州市吴中区农业农村局
茶叶办主任季小明对此忧心忡忡：

“如今外地客户要我帮忙找原产地
碧螺春茶叶，还真难找！”

卖的是外地茶，
打的还是地产碧螺春牌子

洞庭东山、西山独特的气候及
土壤，孕育了洞庭山碧螺春群体小
叶树种。茶树与枇杷、杨梅等果树
间种，茶味清香扑鼻，品时有回甘，
茶叶一般要到春分后才开采。然而
记者发现，从2月下旬起“碧螺春”就
已在当地茶市大量上市。这又是什
么原因？

“春分以前当地市场上的所谓
‘碧螺春’，实际上都是乌牛早、川茶
等外地品种假冒的。一些商家的所
谓碧螺春‘第一锅’也是作秀炒作。”
西山茶叶协会会长周永明告诉记
者，“卖的是外地茶，打的还是洞庭
山碧螺春的牌子。”

一位熟悉内幕的人士透露，当
地一些茶厂 90%以上的茶叶是从浙
江、四川、贵州等地转运来的，“茶厂
卖外地茶，打的是本地碧螺春牌子，
茶农谁会再去种本地碧螺春？”

汹涌的制假售假潮，给洞庭山
碧螺春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
本地茶农纷纷砍挖掉老茶树、引种
外地茶，又进一步加剧了洞庭山碧
螺春的市场混乱。

发放原产地保护标志，本是保
护洞庭山碧螺春品牌的重要手段。
记者从主管部门吴中区市场监管局
了解到，保护标志是按照茶企的申请
发放的，去年发了22.5万枚，今年27
万枚。但目前缺乏有效手段进行检测
和监管，保护力度大打折扣，这也引发
了人们对假冒碧螺春合法化的担忧。

“外地拿来的茶和本地引种的
外地茶，都打着洞庭山碧螺春的牌
子卖，牌子要卖塌了！”金铎村茶农
徐尧琴说。

这并非杞人忧天。今年 4 月 15
日“2020 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十强”揭晓，长期位居中国十大名
茶前茅的洞庭山碧螺春跌出了“十
强”。致力洞庭山碧螺春保护多年
的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袁
卫明，在微信中转发了这条信息后
感叹：“碧螺春品牌价值潜水了。这
样下去，恐怕要被淘汰了。”

洞庭山碧螺春，
不能只剩下一个名字

原产地保护区茶农挖掉碧螺春
老茶树、换种外地茶，提出了一个严
峻的现实问题：面对当今市场的冲
击，洞庭山碧螺春这棵千年老树的

“根”还要不要留住？如何留住？
“原产地老茶树，这是洞庭山碧

螺春的‘根’。要是连原产地的‘根’
都挖没了，那碧螺春就只剩下了一
个名字。”著名经济学家、省政府原
参事宋林飞说，“千年碧螺春的茶文
化传统应该发扬光大。把老茶树保

住，原汁原味，才能保住原有品质。”
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教授认
为，“进入全面小康后，人的消费习
惯向传统回归，这是社会的必然。
洞庭山碧螺春有鲜明的特色和深厚
的文化底蕴，这样的乡土地域农产
品，一定要保护好，将来必定会升
值。”

记者了解到，东山镇国家级非
遗项目碧螺春制作技艺传承人施跃
文，传承古法制茶，茶叶均为 100 多
年老茶树采摘，每年炒茶10斤左右，
每斤价格卖到1.3万元。苏州纯太碧
螺春基地专门购买了东山槎湾茶农准
备砍挖的一部分老茶树移植到基地，
公司负责人沈峰来很有信心：“正宗
碧螺春只要做好了，一定能卖出好
价钱！”

专家认为，砍挖掉老茶树改种
外地茶，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短视
行为。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提
升洞庭山碧螺春的含金量，让茶农
种碧螺春获得比种外地茶更高的收
益。一是要政府加强保护和扶持，
加大打假力度；二是要拉长产业链、
提高附加值。

“要加快培育推广早熟品种，使
洞庭山碧螺春早、中、晚茶形成梯
次。”省农技推广总站站长管永祥
说，江苏茶叶种植面积小，全省也就
50 万亩，而贵州省铜仁一个市就有
150 多万亩。贵州一斤茶叶二三百
元，我省第一遍开采一斤至少 1000
元以上。外地茶上市早、价格低，本
地茶上市晚、价格高，“如果本地茶
不去占领早、中茶市场，外地茶必然
会趁虚而入。”季小明认为，碧螺春
至少要确立两到三个早中茶品种，
才能满足市场。

丁艳锋建议，应尽快运用区块链
等现代技术，支持全过程溯源，保证
洞庭山碧螺春原产地品质和信誉。

吴中区金庭镇万和茶厂老板张
和米曾专程到浙江安吉考察，“看了
真眼热啊！安吉白茶短短几十年从
无到有，全县 17 万亩茶园原产地全
程溯源，消费者通过视频监控可追
溯。农户茶叶达到标准的，收购价
800-1800 元一斤，茶园游、采摘体
验等也做得风生水起。”他说，相比
之下，洞庭山碧螺春生产经营小而
散，茶农 17000 多户、茶企约 100
家，做正宗碧螺春的合作社没几个，
叫得响的龙头企业没有，差得太远。

“洞庭山碧螺春不能绝种！”省
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省
农经学会会长胥爱贵认为，“洞庭山
碧螺春目前的问题，一是基地小、产
量少，缺乏大的产业支撑；二是没有
完善的产业链。地方政府一方面要
把它作为文化遗产，从源头上加大
保护力度，把‘根’留住；另一方面，
必须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用好原
产地资源和品牌，吸引资本上山、智
慧上山，推动小农户与现代产业市
场对接，丰富茶文化、发展茶经济。
这可能是洞庭山碧螺春当前的短板
所在，也是未来的潜力所在。”

本报记者 丁蔚文

原产地老茶树砍挖大半

，千年名茶前景堪忧

—
—

洞庭山碧螺春

，不能挖没了

﹃
根
﹄

刚被连根挖出的碧螺春老茶树。本报记者 丁蔚文摄

▶上接 1 版 第三，加大对非洲
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
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帮助他们筑
牢防线是国际抗疫斗争重中之重。
应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物资、技术、
人力支持。中国已向 50 多个非洲国
家和非盟交付了大量医疗援助物资，
专门派出了 5 个医疗专家组。目前，
常驻非洲的 46 支中国医疗队正在投
入当地的抗疫行动。

第四，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但重大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是最后一
次。要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
板和不足，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
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
速度，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

中心。中国支持在全球疫情得到控
制之后，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
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这项工作
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需要世卫组织
主导，坚持客观公正原则。

第五，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有条
件的国家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遵照世卫组织专业建议，有
序开展复工复产复学。要加强国际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畅通，尽力恢复世界经济。

第六，加强国际合作。人类是命
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
力的武器。这是国际社会抗击艾滋
病、埃博拉、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
等重大疫情取得的重要经验，是各国
人民合作抗疫的人间正道。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秉持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
公共卫生事业尽责。为推进全球抗
疫合作，我宣布：

——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 20 亿
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
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
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

——中国将同联合国合作，在华
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
努力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并建立运
输和清关绿色通道。

——中国将建立 30 个中非对口
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
中心总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
能力。

——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
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
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

——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
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
倡议”，并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
疫情特别重、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
持力度，帮助其克服当前困难。

习近平最后呼吁，让我们携起手
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
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国家领导
人在致辞中均表示，支持多边主义，
支持世卫组织作用，支持加强国际社
会抗击疫情的协调与合作。

5 月 15 日下午，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江苏省分行与江苏有线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吴祖讲，江苏有线党委书记、董
事长姜龙，江苏有线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庄传伟等参加签约仪式。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尤
雨林主持仪式。

仪式现场，双方就下一阶段业务
合作展开交流。江苏有线董事长姜
龙介绍了江苏有线的基本情况。他
表示，江苏有线是我省国有控股的大
型广电文化企业，也是全国规模最大
的地方广电网络运营商。作为国有
大型企业，江苏有线与邮储银行江苏
省分行建立长期良好合作、互利共赢
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与邮储银行江

苏省分行的沟通与交流，在有线电视
费代收、有线宝、渠道建设等方面开
展更为紧密的合作。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吴祖讲介绍了邮储银
行目前的业务发展情况，并表示，邮
储银行江苏省分行将依托专业化、高
质量的资金管理模式和现金管理方
案，为江苏有线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
服务。双方将在短期融资、产业链金
融、邮储食堂、零售金融、5G 项目建
设投资等多个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为促进共同发展，深化合作广度
和深度，双方现场签署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
行副行长尤雨林、江苏有线公司总会
计师王展代表双方签约。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携手江苏有线
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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