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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南京都市圈这样的“小圈”各扬所长，再“以小融大”，才有长三角“大圈”更高质量一体化

“跨省”都市圈 “同城故事”渐寻常
■本报记者 任俊锰

什么南京的地铁都喜欢往安徽
修？ 这是关于南京都市圈最热门的话题之
一。虽然，近年来网络上总有人开玩笑地发
出疑问：“霸都”合肥的强势崛起，让素有“徽
京”之称的南京为之“颤抖”，但在跨省的南
京都市圈里，南京是当仁不让的区域中心。

目前，南京地铁 S3号线（宁和城际）高家
冲站、S8号线（宁天城际）金牛湖站几乎修到
安徽地界，S9号线（宁高城际）明觉站则快要
修到安徽马鞍山， 而终点站高淳站甚至接近
安徽宣城市地界。此外，S4号线（宁滁城际）

一期工程于去年 12月 30日开工，建成后，从
南京江北新区到滁州只需短短 10分钟……

滁州、马鞍山等城市之于南京，就如同
苏州、嘉兴之于上海，这是在这些地方采访
时经常听到，也是百姓们对“南京都市圈”的
通俗解释。曾几何时，马鞍山居民陈波的孩
子夜里发高烧，他驾车从马鞍山的家中前往
南京儿童医院河西院区， 只用了 25分钟时
间。 他告诉记者：“身边的家长孩子生病，基
本首选都是到南京儿童医院。” 民间交流不
断，决策层也相融。今年初印发的《南京都市
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指出，充分
发挥江北新区引领带动作用，围绕快速交通
网络建设、资源环境保障、产业分工合作、区
域合作机制创新等关键领域， 实现与马鞍
山、滁州等都市圈城市优势互补、联动发展。

滁州主要领导认为，滁州参与长三角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最优的路径是推进与南京同城
化；马鞍山主要领导也表示，全面融入长三
角，重点在打好“南京牌”。

虽然跨了省界，但毕竟在一个“圈”内。

除了南京都市圈之外，在长三角“跨省圈”其
实还有去年刚刚扩容带上黄山的杭州都市
圈， 以及地跨苏鲁豫皖的淮海经济区。2 月
21日消息， 浙江大都市区建设将以杭州、宁
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核心区为中心带
动，以环杭州湾、甬台温、杭金衢、金丽温四
大城市连绵带为轴线延伸……

“小圈”各扬所长，再“以小融大”，做好
长三角“大圈”的更高质量一体化。

另一路“跨省上班族”

从南京南站到滁州站， 高铁只需 18分
钟；从南京南站到马鞍山东站，高铁最快仅
17分钟。不得不说，比从南京到江苏省内大
多数城市所花的时间，甚至比南京市内的通
勤时间都要短。早高峰时在马鞍山与滁州的
站台看看，“跨省上班族”并不稀奇。曾几何
时， 马鞍山东站开行动车组列车已增至 30

对（含高峰线 9 对），但相关部门数据显示，

早上高峰时段的 7时到 8时，马鞍山旅客依
然“一票难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鞍山
方面与铁路方面积极商谈， 自 2018年 4月
10日起，增开 1列马鞍山东站始发、南京南
站为终点站的动车组列车。 细心的人会发
现，每周周一至周五，增开这班车于 7时 10

分发出，7时 28分到达，为 16辆大编组动车
组，定员 1015 人，几乎天天满载，某种程度
上成了“跨省上班族”专列。

省界上“大动脉”通了，“毛细血管”不应
忽视。 滁州市南谯区与南京市浦口区紧挨
着，公交车正跨过省界。从 2017 年 4 月起，

就有始发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的公
交 611路，终点站从南京永宁街道的西葛公
交站延伸至位于滁州的宁滁换乘中心，解决
了宁滁交界处公交“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公
交车站，记者遇到刚从滁州南谯区乌衣镇赶
来的吴家宝， 他正在换乘前往南京的 611

路。今年 66岁的老靳，上午从南京浦口的家
中出发，目的地是滁州市全椒县。2016年，老
靳在全椒买了一套房用来养老，主要考虑那
里环境比较好。现在，每月他与老伴都会在
全椒住上几天，多的时候能住上 20天。据老
靳了解， 他所在的全椒县小区内，3000多户
人家约八成是南京人。 经常往返两地的老
靳，对于各种交通方式了如指掌———小区位
置位于全椒站和滁州站中间， 位置比较尴
尬，不宜乘高铁，多数时间，他选择公交车出
行，有了公交换乘中心，不用走冤枉路了，路
费只要几块钱。

在滁州市来安县的汊河镇，也可通过南
京 602路、610路公交车前往南京地铁 3 号
线林场站、10号线文德路站等，实现公交“无
缝衔接”。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湖阳乡，2018年
2月， 当地至南京高淳区的城市公交线路开
通运营，直达高淳枢纽站，在此可换乘横跨
石臼湖的南京 “最美地铁线”S9号线， 仅需
35分钟即可到达南京主城区。

如今的长三角，跨省公交车与打破行政
边界的换乘中心越来越多。

做好“产业发展的配角”

一个“圈子”里，发展要协同。采访中一
位企业家说，滁州、马鞍山与南京之间，就是
“鱼帮水、水帮鱼”。还有人说，这里是“南京
的位置，安徽的成本”。

与南京江北新区仅隔一条滁河相望的
滁州来安县汊河经济开发区不得不提。目前
汊河经开区有 200余家企业，大约六成来自
南京。其中，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尤为典型，这
里因与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仅 10多
公里路程，吸引了南京浦镇车辆及长三角轨
道交通装备企业扎堆入驻。目前，汊河轨道
交通装备产业园的轨道装备企业已达 110

余家，在轨道交通装备七大构件 168个主要
产品中，这里可生产 100个左右。

孙剑群所任职的公司，就是一家由浦镇
车辆旗下二级公司改制而成的民营企业，主
要从事轨道车辆装备和零部件生产等。前些
年，该企业将生产基地整体从南京浦口搬迁
至汊河， 如今厂内大部分员工来自南京，有
200 余人， 汊河镇等来安县的员工大概有
100余人。记者在厂内看到停放着几辆大巴，

孙剑群告诉记者，通勤大巴每天早晚负责接

接送南京员工。这家公司与南京还存
在着另一种联系，孙剑群说，即使现
在，公司内的人事关系依然在南京，

因为这样对于高校毕业生等人才更
有吸引力，尤其在年轻人看来，说在
南京工作“更有面子”。

因为紧挨着南京，汊河的发展有
目共睹。八九年前的夏天，汊河镇居民
家里的空调常“带不起来”；孙剑群还记
得刚来时，工厂正生产着，忽然间断电，黑
灯瞎火；供水也是大问题，自来水常是黄色
的，味道很大。这些，如今都解决了。现在的
汊河，正着力打造成为南京“产业发展的配
角”。

滁州的苏滁现代产业园，是苏州工业园
“园区经验” 走出江苏的首个合作共建的项
目。产业园内的安徽胜华波汽车电器有限公
司的总部，位于享有“中国汽摩配之都”称号
的浙江省瑞安市，客户基本覆盖了国内汽车
自主品牌。2013年， 由于上海工厂已不能满
足企业快速扩张，公司在苏滁现代产业园建
立了一期厂房， 去年 10月二期项目在产业
园动工。 安徽胜华波负责人张伟兴透露，长
期以来， 公司人员流失率不到 5%，2017年
10月公司招聘只有 18个普工岗位， 却吸引
了 2500多人应聘， 有些甚至通过各汽车企
业的领导“打招呼”。

在苏滁现代产业园，为了实现“园区事、

园区办”，国土、规划、环保、建设等部门为园
区放权，原本的审批章叫“一号章”，而放在
产业园的章则有一个小小的“2”字，这就是
“二号章”的由来。苏滁现代产业园管委会副
主任周仁君告诉记者，凡是盖上这个章的批
文、材料，其权利和责任均由产业园负责，推
行效果显著。很多企业的审批手续在一天内
可以办结，这样的营商环境给了他们“高效”

的第一印象，因此，苏滁现代产业园逐步形
成了在企业家群体中的口碑效应，“二号章”

也成了招商的金字招牌。

在马鞍山，30岁出头的南京新康达马鞍
山分公司负责人陈实一提到与马鞍山的缘
分，话匣子瞬间打开。“马鞍山就像块‘磁铁’

一样吸引我们！”陈实如此感慨，多年来，他
还不断地向身边的企业家朋友推荐马鞍山，

并且已成功将部分上游材料公司吸引到马
鞍山落户。

选择“在家门口工作”

发展步调跟上了， 一体化便有了基础，

边界将变得更“淡”，更多人往往选择在家门
口工作。

土生土长的汊河人周道云在南京打拼
了近十年。他还记得，第一次去南京就是“农
村孩子进大城市”的感觉，看到两节车厢的
公交车、各式各样的小轿车，都新奇。2000年
左右的汊河，算得上真正意义的“街”不超一
千米，完全没有工业，只是一个售卖农副产
品的小集市。现在的汊河，与城市一样有了

各种外卖平台，停在当地装饰城的数十辆卡车
中，苏 A牌照在七成以上。

周道云从南京回来工作了，现在供职的公
司原本位于南京高淳区，主要客户为浦镇车辆
厂。为更好实现“售后及时”，工厂自 2010年搬
到了汊河，这里不仅运输成本低，运输时间要
比在高淳节约一个半小时，而且这里车辆配件
企业多，产业集聚效应凸显。在厂房内，马达轰
鸣声中，工人正在安装各种零部件，另一处整
齐摆放着即将运走的一排排钣金基础件，如标
记着“合肥三号线”的地铁空调平板，标记着
“苏州三号线”的地铁吊挂梁等。周道云介绍，

厂里生产的基础件主要用来配备上海、 杭州、

合肥等地的地铁和部分动车。现在，厂里的员
工以当地人为主，收入不错，而且就在家门口
工作。他们大多从南京回到了汊河，可南京依
然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看病、购物等自不必
多言，甚至与朋友聚会也会到南京，充分享受
着“近水楼台”之利。

有从南京回家工作的滁州人，也有到马鞍
山安家的南京人。“新马鞍山人”陈波是土生土
长的南京人，在苏宁供职的他，于 2005年被调
到马鞍山。最初心里难免有落差，与南京相比，

当时的马鞍山“落后”很多，丝毫没有大城市的
感觉。他回忆道：“当时马鞍山的商场招牌多是
用喷绘布做的，看起来不上档次，还有很多摆
地摊的。” 而现在， 马鞍山有了很多大品牌入
驻，有了万达、金鹰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并形成
多个商圈……在马鞍山娶妻生子安家的陈波，

已经喜欢上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 他告诉记
者，他和家人基本每两周会回一趟南京看望父
母，有时也会与在南京的朋友聚会，但是日常
交往的主要是马鞍山的朋友。

他还记得，刚到马鞍山时，往返两地坐大
巴要一个半小时，现在乘坐高铁只要 17分钟，

开车走高速公路大概也只要 35分钟。 有居住
在马鞍山在南京“跨省上班”的朋友告诉陈波，

他与住在南京本地同事同时从市中心出发，他
抵达马鞍山家中时， 有些同事还在回家路上。

现在往返宁马两地，还可以使用中铁银卡通乘
坐高铁，就像坐公交车一样方便，进站、乘车、

出站几分钟内搞定。

可以肯定的是，不仅是南京，在合肥、杭州
等长三角的都市圈，这样的“同城故事”将日渐
成为寻常。

做好“垃圾分类”

各地有何妙招
■本报记者 任俊锰

安徽宣城的云梯畲族乡千秋畲族村，一个
与杭州临安区隔山毗邻的山间村落，看似普普
通通。进村一看，才发现这个皖浙边界上的村
落竟然也在做垃圾分类。

有趣的是，这里的分类充分体现了农村特
色，因为除了大家通常可以见到的可回收与不
可回收标识外， 还有一个接地气的分类就是
“可沤肥”，主要回收菜叶、果皮等，不仅实现垃
圾分类处理，也让垃圾资源充分利用。有过乡
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以前，由畜禽粪尿、作
物秸秆、生活垃圾、污泥、污水等发酵而成的沤
肥是我国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有机肥， 以此养
田。此外，记者了解到，处理垃圾在当地有着明
确的分工，由村里统一收纳，之后在乡镇聚集，

由市里统一处理。

在浙江金华， 自 2014年以来便在行政村
探索垃圾分类的经验，当地总结出易学好用接
地气的“二次四分”法，简单说来，就是“会烂不
会烂、能卖不能卖，垃圾分类一点都不难”，这
是当地人人皆知的口头禅。在当地，绿色垃圾
桶标着“会烂”，用来扔剩饭菜、菜叶等易腐烂
垃圾，而橘色的则标着“不会烂”，用来装纸类、

玻璃、金属等垃圾。之后，由村保洁员二次分
类，“会烂”的就地放到“阳光堆肥房”发酵堆
肥，“不会烂”的分为“可卖钱”和“不可卖钱”

的，“可卖钱”的作回收处理，“不可卖钱”的进
入垃圾填埋场、焚烧厂处理，有毒有害的则进
行统一特殊处理。不难看出，这与宣城的做法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因金华“垃圾分类”做法行之有效，早在
2016年 11月， 住建部便在金华召开全国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现场培训会，向全
国宣传推广金华的做法与经验。正在着力推进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积极筹备 2021年第十
届中国花博会的上海崇明区也被金华的做法
“圈粉”，去年 4 月，上海崇明区党政代表团到
金华考察学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上周，金华农村垃圾
分类艺术馆在全国垃圾分类的示范村金东区
六角塘村正式开馆。这是迄今为止全国首个以
垃圾分类为主题的艺术展馆，馆内的垃圾分类
沙盘也是亮点，曾在“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
就展上展示。

除了宣城和金华， 长三角多地还有很多
值得借鉴的做法和经验。在浙江，早在 2000

年 6 月，杭州便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首批
试点城市之一。多年来，在垃圾分类方面，杭
州有着诸多探索，江干区去年 3 月份开始试
点推行的“桶长制”分类模式就是其中之一，

全区垃圾分类工作被以网格责任田形式划
分垃圾分类责任区域。现在，每天早上 7 点
到 9 点、晚上 6 点到 8 点，即扔垃圾高峰期，

“桶长”会准时出现在单元门口的垃圾桶旁，

引导大家正确投放垃圾。在嘉善县，当地的
“垃圾分类”工作让居民看到了切实的变化。

“垃圾分类从宣传到实践，并不简单。”市民
刘女士说，过去一年，不仅看到分类垃圾桶
的设置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而且在有了积
分兑换后，一些纸质盒子不舍得扔了，都被积
攒起来兑换小物品。此外，让她暖心的是，如
果家里的可回收物品较多、较大，分类企业会
上门服务。

在江苏苏州，2014年大学毕业的苏州姑娘
张晟苑，踏上大洋彼岸，让她不曾想到的是，西
雅图的分类垃圾桶竟让她着迷。刚开始，她看
到这些垃圾桶与国内并无差异，但是仔细去翻
看每一只分类垃圾桶，她惊奇地发现，他们的
分类精准率达到了 90%以上， 这才让她意识
到，什么是真正的垃圾分类。当垃圾分类成了
她的生活习惯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环境政
策专业。

回国后，她来到苏州的环境卫生管理处垃
圾分类管理中心从事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工
作， 看着越来越多的苏州人开始关注垃圾分
类，这让这位苏州姑娘感到欣慰。

此外， 最近太仓农村社区首个投入使用
的垃圾置换屋正式落户浮桥镇牌楼社区，村
民参与垃圾分类回收可获得积分，兑换毛巾、

洗洁精、牙刷等生活用品。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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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万元年薪招才
下姜村在想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