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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载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新中国成
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江苏全省上
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在一穷二
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
经济体系。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苏南模式”，到
浦东开发开放以来的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从
劳动密集型产业抢占国际市场到高端装备制造
享誉全球；从脱贫致富奔小康到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江苏
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苏擘画了
“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
的新蓝图，为江苏发展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责
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江苏确立“推动高
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加快展现

“强富美高”现实景象。

经济由“大”变“强”

12年前，静谧的苏州独墅湖畔，两栋灰色
橙色相间的大楼拔地而起，外墙上印着“Bio-
BAY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 ”的文字在阳光
照耀下格外显眼。在这里，创业者徐敏成立了
派格生物医药(苏州)有限公司，与其他十几家公
司一道，成为苏州工业园区最早入驻的生物医
药孵化载体成员。

如今，派格生物已成为中国唯一能自主研
发糖尿病新药并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的企业。

时针转到2019年春天，香港联交所内一声
清脆的铜锣声，宣告年仅“4 岁”的基石药业

（苏州） 有限公司正式登陆资本市场。基石药业
专注于开发及商业化创新肿瘤免疫治疗及分子
靶向药物，仅用三年多时间就构建起极具竞争
力的研发管线，14项研发管线有三款肿瘤免疫
治疗候选药物已处于临床阶段。

在苏州工业园区，近千家生物医药自主品
牌企业、数万名高层次科技人才以勇气与激情
演绎各具精彩的“春天故事”。

在新药研发领域，苏州工业园区已累计获
得一类新药临床批件 63 个品种，仅 2018 年就
新增生物一类新药临床批件18个，约占全国的
20%；在医疗器械领域，累计获得注册证 580
余张，10个产品进入国家医疗器械创新产品审
批“绿色通道”，占全省同期的 36%。2018
年，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值达 803 亿元，
连续多年保持 30%的增长，这里已经成为全国
范围内生物医药产业最具竞争力的区域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以高质量发展作为
主抓手，着力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全力推动“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江苏智
造”转变，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
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经济强，强在科技创新能力。江苏先后出
台“科技 30条”“人才 10条”及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方案，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区域创
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创新型省份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十三五”时期以来，江苏组
织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超过 7000 项。2018
年，江苏全社会研发经费占比由 2012 年的
2.33%提升至2.64%，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

世 界 物 联 网 博 览 会 、 世 界 智 能 制 造 大
会 ……从广揽各种高端人才到全力营造高水
平“双创”环境，江苏聚集创新资源载体日
渐丰富，创新引领产学研合作蔚然成风。南
京的软件和智能电网、苏州纳米产业、无锡
物联网、常州石墨烯、镇江新材料、泰州新医
药等新兴产业百花竞放，成为“江苏创造”的
亮丽名片。

补短板促增收

作为经济大省，江苏始终把改善和保障民
生作为自觉追求，努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群众。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江苏睢宁县官山镇龙
山社区的农光互补扶贫基地，连片的光伏电板
整齐排列，光伏电板下则是蘑菇种植的“菇
房”。当地居民洪海峰是最早承包基地大棚的低
收入农户，依靠在大棚里种双孢菇，不到两年
时间就实现了脱贫。

官山镇党委副书记童丽娜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这座20兆瓦的光伏发电站平均每天可利用
太阳能发电 7 万千瓦时，一年扶贫基金超过
24.8万元。光伏电板下面的20座“爱尔兰”式
蘑菇种植大棚和60座简易大棚，一个棚一年纯
收入保守估计超过10万元。

依托“农光互补”扶贫项目，在过去一年里，
睢宁县官山镇4个经济薄弱村成功摘帽，1914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1560户实现了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按照“两不愁、三
保障”和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要求，聚焦年收
入6000元以下农村低收入人口，出台综合兜底

救助措施，着力解决因病因残因灾致贫返贫问
题，67.5 万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脱贫，低收入
人口占比下降到1%以下。

与此同时，江苏深入实施民生幸福工程，
直接用于民生及民生密切相关的财政支出占全
省公共财政支出 75%以上，基层基本公共服务
功能标准化配置超90%。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参保率在较高水平上稳中有升，覆盖城乡
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

江苏还出台了“富民增收33条”等一系列
保就业、促增收、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因地制
宜打造富民产业。盱眙龙虾、阳山水蜜桃、东
海水晶等“富民品牌”知名度大增，越来越多
年轻人加入其中，老百姓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

2018年，江苏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达到4.72万元、2.08万元，比1951年增
长472.9倍、292.8倍，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2
年的 2.37∶1 降至 2.26∶1，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 29462 元、
16567元，比1978年增长105.7倍、117.6倍。

铺就绿色转型路

江苏跨江滨海，平原辽阔，水网密布，湖
泊众多，长江横穿东西 425 公里，京杭大运河
纵贯南北 718 公里，海岸线 954 公里。但是，
人多地少、资源缺乏，经济体量大、环境容量
小，一直是江苏发展之困。

守护好诗意栖居的锦绣江苏，既是民生福
祉，更是最深层的发展竞争力。

“两减六治三提升”，从2016年底起，一场
代号“263”的专项行动在江苏强力推进。同时
以落实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为契机，江苏向

“最痛处”亮剑，向“最难处”攻坚，把补齐生
态短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要污染的 GDP”，向落后产能宣战，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江苏高质量发展的鲜明
导向。2018年江苏分别压减钢铁、水泥、平板
玻璃产能 80 万吨、210 万吨、660 万重量箱，
关闭高耗能高污染及“散乱污”规模以上企业
3600多家，关停低端落后化工企业1200多家。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
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调“优”生态
布局、调“轻”产业结构、调“绿”发展底
色，展现江苏的“最美颜值”，铺就了绿色发展
驱动的转型之路、富民之路。

苏州阳澄湖投资 6 亿元实施生态修复工
程，呈现 70 多公里“黄金湖岸”，是市民休
闲、滨水观光的好去处。

太湖美，美在太湖水。太湖蓝藻事件10多
年后，江苏铁腕治污、科学治理，留住万顷碧
波，培育出成片湿地。

400 多公里的江苏长江岸线，“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在江苏境内长江干流和主要
支流 1 公里范围内，将不再有化工园区和化工
企业，沿江绿色生态廊道奏响新时代的长江
之歌。

眼下，江苏深入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持续
加大生态治理力度，先行先试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环境信用评价、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一批制度改革措施。大力
推 进 绿 色 江 苏 建 设 ， 全 省 林 木 覆 盖 率 达 到
23.2%，建成国家生态市县 63 个、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16个、国家生态工业园区21个。

涵养文明新“气质”

江苏着力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繁荣发
展文化事业，深入推进依法治省，不仅为建设
新江苏提供了丰富道德滋养、坚强思想保证和
强大精神动力，更切实提升了江苏人民内心的
幸福感。

1988年，徐州潘安湖街道马庄村集体拿出
3万多元购买长号、黑管等乐器，成立苏北首支
农民铜管乐团，几十年来坚持演农村事、说农
家话、道农民情，既是文艺表演团，也是政策
理论“解读员”、时事政治“宣讲员”、法律法
规“宣传员”。

在江阴，这个以全国万分之一的国土面
积，培育了百分之一上市公司的地方，与之相
伴的是静水深流的读书氛围，“三味书咖”城市
阅读联盟点、24小时自助图书馆、漂流书箱等
随处可见。“四千四万”精神、张家港精神、

“开山岛”精神……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一代
代奋斗者的开拓创新精神，聚合涵养出特有的

“江苏气质”。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艺院团活力迸发，

开展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江苏”品牌，在全
国率先实行“三馆一站”免费开放，一道道亮
丽的文明风景线在江苏城乡映现。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以文培元，不断提升价值引导力、
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高质量发展有了强
劲的动力、旺盛的活力。全省先后有17座城市
跻身全国文明城市行列。

风风雨雨 70 载，江苏大地换新颜。70 年
来，江苏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辉煌成就。当前，江苏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
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处于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面对复杂的国内外
环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定信
念、保持定力，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目标，细化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奋
力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

南京三桥湿地公园。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20142014年年1212月份月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提出提出

了了““努力建设经济强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百姓富、、环境美环境美、、社会文明程社会文明程

度高的新江苏度高的新江苏””殷切期望殷切期望，，为江苏发展明确了努力为江苏发展明确了努力

方向方向、、擘画了壮阔蓝图擘画了壮阔蓝图。。江苏全省上下牢记总书记江苏全省上下牢记总书记

嘱托嘱托，，踏实苦干踏实苦干，，奋发有为奋发有为，，““强富美高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新江苏建设

不断展现新面貌不断展现新面貌、、新气象新气象。。

经济强经济强，，强在质量领先上强在质量领先上。。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江苏经江苏经

济不满足于量的扩张和规模领先济不满足于量的扩张和规模领先，，自觉跳出传统模自觉跳出传统模

式的窠臼式的窠臼，，勇闯转型升级关隘勇闯转型升级关隘，，依靠更具创造力依靠更具创造力、、更更

富竞争力的高质量供给开拓市场富竞争力的高质量供给开拓市场、、赢得未来赢得未来。。江苏江苏

坚持聚力创新坚持聚力创新，，厚植创新生态厚植创新生态，，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

带动全方位创新带动全方位创新，，区域创新水平全国领先区域创新水平全国领先；；坚持实体坚持实体

经济为本经济为本，，建成全国最大规模的制造业集群建成全国最大规模的制造业集群，，重点培重点培

育育1313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一批行业领先的新一批行业领先的新

产业新业态破茧而生产业新业态破茧而生、、渐成规模渐成规模；；竞逐国际前沿竞逐国际前沿，，推推

进高原筑峰进高原筑峰，，在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中构建自主在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中构建自主

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势稳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势稳

步提升步提升，，大国重器大国重器““江苏造江苏造””不断增多不断增多。。

百姓富百姓富，，富在共建共享上富在共建共享上。。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人民群众是创造社

会财富的实践主体会财富的实践主体，，也是共享富裕美好生活的目标也是共享富裕美好生活的目标

人群人群。。在省域层面实现在省域层面实现““百姓富百姓富””，，是江苏践行是江苏践行““以以

人民为中心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江苏坚持聚焦江苏坚持聚焦

富民富民，，出台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出台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富民富民3333条条””，，

推动富民增收与经济增长互促互进推动富民增收与经济增长互促互进，，全省居民人均全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持续跑赢可支配收入持续跑赢GDPGDP；；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激激

发全民创业热情发全民创业热情，，市场主体突破市场主体突破 900900 万户万户，，靠勤劳靠勤劳

双手创造富裕美好生活成为社会风尚双手创造富裕美好生活成为社会风尚、、时代强音时代强音；；

扎实补短板强弱项扎实补短板强弱项，，全省公共财政全省公共财政7575%%以上用于民以上用于民

生生，，高标准打赢脱贫攻坚战高标准打赢脱贫攻坚战，，织密筑牢社会保障安织密筑牢社会保障安

全网全网。。

环境美环境美，，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人与自然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是生命共同体。。建设建设““环境美环境美””的新江苏的新江苏，，不仅追求不仅追求

自然之美自然之美，，更追求自然美与社会美的和谐更追求自然美与社会美的和谐，，主观美主观美

与客观美的统一与客观美的统一。。水韵江苏景色优美水韵江苏景色优美、、生态优良生态优良，，

但开发强度高但开发强度高，，生态容量小生态容量小，，生态压力大生态压力大。。江苏深江苏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力开展强力开展““两减六治两减六治

三提升三提升””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持续

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着力解决着力解决““重化围江重化围江””等突出等突出

问题问题，，擦亮锦绣江苏的生态底色擦亮锦绣江苏的生态底色，，展现空气清新展现空气清新、、水水

质清澈质清澈、、环境清洁的自然之美环境清洁的自然之美；；系统提升城市功能系统提升城市功能

和品位和品位，，积极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和美丽宜居村庄建积极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和美丽宜居村庄建

设设，，让城市融入自然让城市融入自然，，现代融入村庄现代融入村庄，，呈现城乡协调呈现城乡协调

之美之美；；深度挖掘优秀地域文化和新时代江苏精神深度挖掘优秀地域文化和新时代江苏精神，，

推动自然与人文有机融合推动自然与人文有机融合，，让自然之美与人文之让自然之美与人文之

美美、、传统之美与现代之美交相辉映传统之美与现代之美交相辉映，，让诗画美景展让诗画美景展

现在江苏大地现在江苏大地。。

社会文明程度高社会文明程度高，，高在文明素质上高在文明素质上。。社会文明社会文明

程度归根到底是由一个个社会主体文明素质决定程度归根到底是由一个个社会主体文明素质决定

的的。。江苏崇文重教江苏崇文重教，，科教发达科教发达，，全国文明城市数量全国文明城市数量

领先领先，，社会成员整体素质较高社会成员整体素质较高，，社会文明底蕴深社会文明底蕴深

厚厚。。江苏深入实施文化建设工程江苏深入实施文化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凝聚向上向善正能量凝聚向上向善正能量，，全面全面

提升公民素养提升公民素养，，凡人善举凡人善举、、大爱奉献蔚然成风大爱奉献蔚然成风；；牢牢牢牢

把握举旗帜把握举旗帜、、聚民心聚民心、、育新人育新人、、兴文化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展形象的使

命任务命任务，，努力构筑思想文化引领高地努力构筑思想文化引领高地、、道德风尚建道德风尚建

设高地设高地、、文艺精品创作高地文艺精品创作高地。。

江苏将按照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江苏将按照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精精

心部署心部署，，锐意进取锐意进取，，奋力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奋力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时代

特征特征、、以以““强富美高强富美高””为鲜明标志的现代化路径为鲜明标志的现代化路径，，为为

全全国现代化建设大局积累经验国现代化建设大局积累经验、、提供示范提供示范。。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研究员））

走 在 前 列 提 供 示 范
吕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