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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泰州有了直通上海的动
车，一脚跨入上海两小时“朋友圈”。当
天，泰州市委书记、市长带队，搭乘首趟
动车，108分钟，从扬子江畔来到黄浦江
滨，开启了为期3天的“走进大上海 融
入长三角”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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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动
车开通，开启了沪泰合作新篇章。

“古人说得中原者得天下，长三角这
个大棋局弈至中盘，率先落子泰州，就能
抢占先手。”泰州市领导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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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是江淮地区的经济
重镇，加入上海两小时“朋友圈”后，泰州
将成为上海辐射江苏全境和长三角腹地
的“中继站”“放大器”。

动车开通，开启合作发展新篇章

六成以上企业与上海建立合作关系，
每年接待上海游客500万人次以上，四成
以上农产品供应给上海——接轨上海、服
务上海、融入上海成为泰州发展的热词。
动车开通，为沪泰“双城记”按下快进键。

“昨天，我们举行了‘泰州至上海动车
组开通仪式’，从泰州坐直达动车，不到两
个小时就到了上海。”2日举行的泰州城
市推介会暨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市
委书记史立军向大家分享了喜悦，“在动
车上，我一路看、一路想，感触很深。过去
泰州人到上海都是坐轮船，差不多要十几
个小时。而不久的将来，北沿江高铁开通
了，泰州到上海就只要50分钟左右。”

当天，30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410亿元。“选择泰州，就选择了竞争主
导权和市场话语权。”泰州市市长朱立凡
说，泰州处在上海、南京两大都市圈交汇
点，一直以来，泰州在产业发展上专注深
耕细作，集中火力做特色，力求成为投资

选择最佳、产业回报最高的地区。
“泰州产业基础雄厚、配套完善，落

子泰州就能抢占先机。”迈威（上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刘大涛说，泰州营造
了一个非常适合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小
环境，从中国医药城建设之初，他们企业
就与泰州结下不解之缘。“我们准备再投
资15亿元，在泰州建一个大型生产基
地，把泰州作为我们整个集团发展的重
要的产业化基地，现在有了动车，两个小
时轻松直达，我们对项目尽早投产达效
的信心更足了。”

城市推荐、企业对接、合作洽谈、项目
签约……在上海的3天，泰州代表团行程
紧凑，连晚上都安排了会议。2日，泰州
代表团用一个上午参观考察上海静安区，
并举行合作对接会，但在自助午餐时双方
仍意犹未尽。一个细节是，两地对应办局
的负责人默契地成了“饭搭子”同桌而坐，
餐桌成为了继续商谈的载体，大家一边吃
饭，一边深入交流如何更好地合作，临走
时还互加微信，让联系不断线。

往来频繁，沪泰交往走过400年

上海和泰州，一个是黄浦江滨享誉
全球的国际大都会，一个是扬子江畔现
代化工贸城市。从扬子江畔到黄浦江
滨，两地人文相亲、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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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时登上了上海的“丹桂
第一台”，从此红遍天下。近现代以来，
更有一大批泰州籍才俊精英到上海追逐
梦想、成就事业……

沪泰相亲，由来已久。作为江淮平原
通江达海的重要门户，泰州一直向上海输
送大量农副产品。进入新时代，泰州的生
物医药、万吨巨轮、精细化工等，都通过上

海这个国际化大舞台走向世界市场。
“上海有着全国首屈一指的船舶设

计研究能力，我们新扬子造船在上海有3
家设计公司，还和上海的3家船舶研究
单位有着密切合作，每周都要频繁赴上
海交流对接。”生产总部位于泰州靖江的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科
伟说，如今有了沪泰动车，就不需企业专
门派车及顾虑上海对外地牌照的限行
了，无形中将提升公司的研发创新能力。

早在1998年，泰州市和静安区就成
为友好市区。静安区委书记、区长于勇说，
希望两地在产业发展、营商环境、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人才交流等方面把合作做深做
实做透，合力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作
出贡献。史立军建议泰州与静安两地广
泛开展深度研究和细节磋商，加快形成实
质性合作成果，达到“1+1＞2”的效应。

泰州和静安商定，泰州把接轨静安
作为融入长三角的重要支撑，引导重点
企业研发中心、联络总部向静安区集聚；

静安把泰州作为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基
地、休闲旅游目的地和生态农产品的“菜
篮子”。今后，双方将在加强创新成果转
化、高端服务业合作、双向投资促进、文
旅交流、人才交流、惠民利民合作、农超
对接、城市建设和管理学习借鉴等八个
方面深化合作。

7月3日，泰州带着1000万元对上
海市场定向投放的旅游消费券，在沪举
行文旅产品推介会暨沪泰“动车之旅”旅
游体验活动启动仪式。同一天，泰州绿
色优质农产品推介会在上海火热开场，
共达成农产品销售合同21个，金额8.48
亿元；现场还签约农业投资项目3个，总
投资额近5亿元人民币。

静安有条泰州路，泰州有条静安路

借势“沪苏通”，拥抱上“海”，恭候
“陵”来！6月28日，泰州市海陵区抢乘
沪泰合作快车，举办2020海陵（上海）产
业投资说明会，当天有28个项目现场签

约，总投资208亿元，其中投资10亿元
以上项目10个。

紧接着，2020年中国姜堰产业投资
说明会7月3日在上海举行，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110多
位企业家到场，现场签约项目48个，总
投资181.8亿元。

台湾统一集团是台湾最大的食品行
业上市公司，其旗下3家上市公司和1家
关联企业先后落户泰州高港，累计投资额
超过3.1亿美元，泰州由此成为统一集团
在大陆投资布点的最密集区域。总部设
在上海的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新华说，“我们深切感受到泰州
优越的环境区位、一流的营商环境，让我
们安下心来去开拓市场。”据悉，随着沪泰

“同城时代”的到来，统一企业加快生活料
理即食食品项目也计划落户高港。

泰州港经济开发区与上海太洋科技
有限公司签约年产2万吨铍合金项目，
总投资27亿元，达产后预计开票销售达
32亿元。太洋科技董事长蒋加富说，我
们落子泰州，正是看中这座城市独特的
区位优势和喜人的发展前景。

朱立凡认为，这次泰州组团赴沪密
集拜访考察洽谈，重锤敲响了新一轮沪
泰合作的开场锣。今后，泰州将更加注
重用户体验，推出亲商惠商“三招”：支持
创新的新招，宜业宜居的妙招和金融供
给的实招。7月3日，泰州市政府与上交
所共建“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
泰州基地”签约并揭牌，将为壮大资本市
场“泰州板块”输送新生力量。

在静安区有一条泰州路，而在泰州
则有一条静安路，路两边，绿树成荫，枝
繁叶茂。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沃土灌溉
下，乘着沪泰合作列车，“双城记”将结出
怎样的硕果，令人期待。

本报记者 顾介铸 卢佳乐 吴 琼

进沪动车开通，泰州第一时间组团“走进大上海”——

沪泰合作，大海和长江的对话

南京向东，宁镇扬一体化大有
可为

从2009年南京、扬州、镇江签订《同
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算起，宁镇扬的
一体化之路已经走过11个年头。

宁镇扬是全省乃至全国最早探索一
体化发展的区域之一，是南京都市圈的
核心层。该地区拥有1.7万平方公里面

积、1600多万人口，2019年GDP达2.4
万亿元，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

经过十年多的推进，宁镇扬一体化
从布局落子到步步深入，正在从“写意
画”变成“工笔画”。宁句城际轨道、连镇
铁路、南师大中北学院、南大双创园等，
一批关系三地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项
目陆续落地；从仙林—宝华、汤山—黄梅
到湖熟—郭庄，毗邻地区融合发展加快；
宁镇扬统一预约挂号服务平台、宁镇扬
旅游“一卡通”、宁镇扬公交“一卡通”，大
大方便了三市老百姓。

“南京向东，大有所为。”南京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京祥认为，在区
域一体化发展中，南京以更高的眼光建设
宁镇扬一体化的先行区，尤其要加强南京
正在规划建设的紫东地区与镇江、扬州的
对接。后疫情时代，一个重要的趋势是许
多产业链、供应链组织的“近域化”转变，
一个独立的城市无法实现这个目标，而都
市圈成为近域重组的基本单元。宁镇扬
三地要充分发挥地缘相近、产业互补等优
势，共同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
并进一步延链补链、固链强链。

“南京都市圈的辐射能力强，未来宁
镇扬一体化发展机遇很大。”河海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朱新华说，南京都市
圈的带动作用，从滁州的发展就可见一
斑。安徽2019年GDP数据显示了一匹

“黑马”的存在——滁州一跃从2018年
的全省第五变成安徽经济第三城。

五大重磅协议签署，一体化全
面提速

今年是《宁镇扬同城化发展规划》的

收官之年。会上签署了5大合作协议：
《共建G312产业创新走廊框架协议》《南
京江北地区至仪征轨道交通研究合作协
议》《南京市与镇江市跨界水体水质提升
合作协议》《宁扬城际共建补充协议》《宁
镇扬信用城市联盟合作机制框架协议》，
为三地排出一体化“路线图”“任务书”。

《共建G312产业创新走廊框架协
议》明确，南京和镇江两市将携手打造一
个协同创新圈。根据合作协议，G312产
业创新走廊，沿交通大通道，西至仙林科
教城，东至镇江高新区，北至长江岸线，
南至宁镇山脉，长度约50公里，统筹构
建“一心、双带”创新发展空间格局。

一体发展，交通先行。五大协议中
有两个协议都是关于推进交通基础设施
互通。宁扬城际轨道交通起于南京市仙
林地区，止于扬州火车站，线路全长暂定
59.76公里。

《南京江北地区至仪征轨道交通研
究合作协议》由南京和扬州两市签署，宁
扬决定共同研究论证南京江北新区至仪
征轨道交通规划布局，共同成立项目推
进工作小组。

《南京市与镇江市跨界水体水质提
升合作协议》明确，2021年年底前，主
要跨界水体及重要支流水质达到国家、
省、市考核目标，2022年起，相关跨界水
体水质稳定达标并逐年改善。

《宁镇扬信用城市联盟合作机制框架
协议》，三市的合作内容包括信用信息跨
区域共享、信用报告互认共用等内容，共
同营造“信用让生活更美好”的良好氛围。

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蒯
旭光说，会上签署的5个协议，既突出了

年度特征，又注重把握长远和根本，这将
让三市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以更加牢固
的“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思想，共同
以真抓实干的态度来谋划、推进宁镇扬
一体化发展。

提升宁镇扬区域竞争力，未来
如何发力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大
背景下，如何提升宁镇扬地区在区域协
同发展格局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强
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表
示：“当前，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更加自觉把协调发展作为下好宁镇扬

‘一盘棋’的制胜要诀，为全省全国发展
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敬华提出了当前推动宁镇扬一体
化全面提速、走在前列要着力做好“五件
大事”。一要以G312创新走廊为突破
口，通过市场化机制推动创新资源优化
配置，促进南京仙林大学城、麒麟科创园
与镇江高新区、大学城融合连接，打造区
域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策源地。二要以宁
扬城际、江北至仪征城际为新通道，扩大
半小时交通圈，打造轨道上的宁镇扬。
三要以产业链强链补链为主抓手，推动
南京8条重点产业链与镇江、扬州深度
对接，形成互相支撑、互为补充的错位发
展格局，提高产业自主可控和协同发展
水平。四要以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
建设为发力点，更好运用科技手段保护
长江宁镇扬段生态，共同把长江大保护
要求落到实处。五要以一体化大数据中

心为新载体，推动三市数据交换共享和
开发利用，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

“我们将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增
强自身实力、彰显城市特色，不断提升城
市的性价比。”扬州市委书记夏心旻表
示，同时进一步办好“我们”的事，主动跨
江融合，共同把宁镇扬打造成长三角乃
至全国强劲活跃的增长极。

夏心旻提出了“三个突出”，即突出
互联互通，打造宁镇扬通勤交通圈。具
体包括加快跨市轨道交通建设、加快过
江通道建设、加快城市快速路网建设。
突出协同创新，打造宁镇扬产业科创
圈。在产业合作方面，目前扬州正在打
造“323+1”先进制造业集群，希望在高
端装备制造、软件和互联网、汽车等产业
发展方面和南京、镇江开展深度合作。
突出共建共享，打造宁镇扬民生幸福圈。

“我们将坚定不移支持南京提升首位
度。南京这座‘山峰’隆起得越高，必然会
把周边的‘斜坡’拉得越高。”镇江市委书
记马明龙表示，将全面对接创新名城和

“4+4+1”主导产业建设，主动承接产业辐
射和创新溢出，全面拓展宁镇优势互补、
融合发展、携手共赢的良好格局。

马明龙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坚
定不移支持南京都市圈建设，共同打造
宁镇扬一体化“示范板块”；坚定不移对
接沪宁产业创新带，全力打造G312产业
创新走廊；坚定不移融入区域互联互通
大格局，全面提升要素资源开放共享水
平；坚定不移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方针，加快推动生态环
境共保联治。

许海燕 赵 冉

2020年宁镇扬党政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

宁镇扬一体化，从“写意画”变成“工笔画”
热 点

仲夏时节，万物丰茂。7

月4日上午，2020年宁镇扬

党政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

只隔数重山”，南京、镇江、扬

州三市一衣带水，往来密切。

就在一个月前，镇江市委书记

马明龙赴南京、扬州学习考

察，似乎为这场隆重的“约会”

拉开序幕。时隔一个月，宁镇

扬三地党政领导齐齐出席，共

同谋划和推进宁镇扬一体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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