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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 本报记者 赵成君 李源 见习记者 李鑫津

扬州是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的
第二站，在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里，习近平
总书记留下了“扬州是个好地方”的赞许。如
今扬州已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作为“十四五”和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指引和
根本行动遵循。

1 月 6 日，扬州市委书记夏心旻在接受新
华日报·交汇点记者专访时表示，要在“争当表
率”中展现“好地方”的作为，在“争做示范”中
展示“好地方”的样子，在“走在前列”中体现

“好地方”的担当，在现代化征程上更好满足世
界人民对扬州的向往，让“好地方”好上加好、
越来越好。

记者：“十三五”已经收官，过去几年扬州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夏心旻：5年来，全市GDP跨越5000亿元
台阶、有望迈上 6000 亿元新台阶，年均增长
7.3%以上，人均 GDP 预计达 2 万美元，列全国
地级市前30位。去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预计分别达到 4.71 万元、2.47 万元，5
年分别年均增长 7.3%、8.4%。全市建档立卡
低收入农户全部实现脱贫；每万人口本科上线
率连续4年位居全省第一。

5年来累计实施城建工程2068个，总投资
6975亿元，较“十二五”分别增长60%和43%。
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四连冠”，荣获“世界美
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两张世界级名片；“不
见面”审批事项占比达97.2%，居全省第一。

去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形势和前所未
有的严峻挑战，全市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奋力打赢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防汛抗旱三
场硬仗，确保了人民安康、江河安澜、社会安
定。这一年，在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面前，我们
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从强化基层基础建设抓起，
紧扣产业强市不动摇，掀起比学赶超热潮，系统
推进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技术改造、园区

“二次创业”、国企改革重组，“六稳”“六保”任务
全面落实，实体经济基础进一步夯实。预计全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5%左右，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6%左右，实际利用外资增长8.1%，决胜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记者：围绕建设“好地方”，扬州在“十四
五”期间将有哪些发展愿景和举措？

夏心旻：“扬州是个好地方”，既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扬州的赞许，更饱含着对扬州发展的
殷切期望。我们理解，“好地方”是体现过去现
在未来持续不断地好，是体现“五位一体”全面
系统地好，是体现城乡融合协调均衡地好，是
体现外在内在表里如一地好。

面向“十四五”，扬州将提高站位、找准定
位，以“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为总纲
领，以奋进的姿态、务实的作风、强烈的担当，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要在5个
方面把“好地方”建设好发展好：一是加快建设
产业科创名城，建设产业兴旺的“好地方”；二是
持续擦亮“世界运河之都”“世界美食之都”“东亚
文化之都”金字招牌，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名城，
建设独具魅力的“好地方”；三是加快建设生态
宜居名城，厚植绿色发展底色，建设宜居宜业
的“好地方”；四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民生需
求，建设幸福生活的“好地方”；五是健全社会治
理，让社会更安定、城市更安全、人民生活更安
心，建设文明和谐的“好地方”。

从机遇来看，扬州经济正加快融入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本土企业增长势头较为强劲，利用
外资逆势上扬，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发展根
基。“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宁镇扬一体
化等国省战略在扬州交汇叠加，为我们提供了
重大发展契机。连淮扬镇高铁建成通车，北沿
江高铁即将开工，宁扬城际加紧启动，极大改
善了扬州对外交通条件，为我们开辟了广阔发
展空间。

我们也清醒看到，扬州自身存在着产业发
展不充分、发展载体弱化、民生领域仍有欠账
等突出问题。但是危与机总是同生共存的，克
服了危即是机。我们将始终胸怀“两个大局”，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奋力夺取

“十四五”发展新胜利。

把把““好地方好地方””扬扬州建设好发展好州建设好发展好
—— 访扬州市委书记夏心旻

“扬州是个好地方”，习近平总书记对扬州
的称赞仍然回荡在耳边；“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也正在扬州
成为自觉行动。

“好地方”好在什么地方？“依水而建、缘水
而兴、因水而美”，总书记的一个“水”字，揭示
了扬州发展兴盛的奥秘。进入新发展阶段，作
为扬州文化旅游名城的一个景点，运河三湾生
态文化公园里的欢声笑语，渗透着人们对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往；江都水利枢纽的那一江
清水，带着长江上游包括扬州人民的深情厚
谊，一路跳跃着流向北方。

“好地方”如何好上加好？坚定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的核心支撑。坚定不
移壮大实体经济，始终扭住产业强市不放，不
断夯实产业根基。加快建设产业科创名城，大

力提倡“揭榜挂帅”，鼓励搞出“独门绝技”，争
取手里握有“拿手戏”，怀里揣着“杀手锏”，努
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扬州风格的现代产业体
系，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争当表率。

“好地方”怎样才能越来越好？依托大运
河，跨越扬子江，登上新高铁，立足宁镇扬，融
入苏锡常，接轨大上海，奋力构建“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作为大运河原点城市和“一带一
路”节点城市，坚持以“三都”品牌为依托，在
推动长江经济带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争做
示范；以创造美好生活为目标，不断提高人民
收入水平，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提升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把“好地方”的生态宜居环境打造
得更好，向全国人民奉献可持续发展的“扬州
样板”。

（作者系江苏省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研究
员、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

让“好地方”好上加好越来越好
□ 储东涛

□ 本报记者 李源 吴琼 实习生 王安琪

把握机遇叠加
做优“好地方”产业质态

“我们上马的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主要
为新能源汽车进行配套，响应了国家科技强
国战略。”在扬州广陵经开区的三元软包动力
锂电池项目工地，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进展
迅速，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技术水平最先进、环
保标准最高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将促进扬
州汽车产业新一轮的迭代创新。

汽车及零部件作为扬州重点培育的“323+
1”先进制造业集群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已拥有
上汽大众、潍柴亚星、江淮皮卡等一批国内外知
名的整车制造企业，以及亚普汽车部件、耀皮玻
璃、李尔汽车等200多家零部件企业，形成集整
车到配套、生产到研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
链。其中，整车产能达70万辆，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开票销售突破1000亿元。

近年来，扬州聚焦聚力打造现代产业体
系，更大力度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
化，如今扬州的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新
型电力装备产业规模均超千亿元。

“城市发展的‘硬实力’和‘竞争力’，关键
就在实体经济、产业项目的突破。”夏心旻表
示，当前恰逢“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大运河文化带等国
家战略在扬州交汇叠加的重大机遇，必须勇
于开顶风船、打主动战，在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中抢抓机遇，在自身基础条件的改善中创
造机遇。

去年，扬州通过系统性谋划，从项目建设
到载体建设，围绕“323+1”先进制造业集群
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抓增量，充分发挥
1000 名“招商大使”的作用，提高项目招引的
精准度；抓存量，加大技改力度，5亿元真金白
银引导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抓载体，推动园区

“二次创业”，从园区体制改革到激活 13000
亩闲置土地、加大科创企业的扶持力度、亩均
论英雄，力促园区重整雄风。

如今，扬州再次按下产业科创名城建设
“加速键”。一体推进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和
企业技改，全力推动产业科创和科创产业双
向发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产业链与供应链循环畅通，加快构建以“323+
1”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力争“十四五”末全市工业开票销售突破万亿
元大关。

擦亮“三都”名片
丰富“好地方”文化内涵

去年12月21日，扬州运河文化投资集团
揭牌成立。这个注册资金 30 亿元、总资产近
80亿元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由 10余个市级
文化集团和文化企业重新组建而成，是扬州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争当表率、争做示
范、走在前列”的最新举措。

“我们如何才能无愧于历史文化名城这
个‘桂冠’？怎样才能配得上‘好地方’这份赞
誉？文化产业应当成为扬州经济最闪亮的名
片。”扬州运河文化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继业说，将利用组建运河文投集团的契
机，为“好地方”增添更加丰富、生动的新时代
注解。

让古运河重生，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扬
州的重大使命。作为“世界运河之都”，扬州
已连续 14 年举办世界运河城市论坛，朋友圈
从最初的 13 个世界城市发展到今天的 153

个。去年，扬州又一举获得“世界美食之都”
“东亚文化之都”两张高含金量城市名片。为
进一步擦亮这 3 张名片，扬州在打造“世界人
民向往的扬州”上动足脑筋、开足马力。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瘦西湖周边，
无论哪里建新楼，都要按设计高度“ 放气
球”。置身瘦西湖，视线所及，建筑必须“低
头让景”。如此执着保护古城背后，是时刻把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
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作为根
本遵循。

近年来，扬州新编了大型历史扬剧《鉴
真》、现代淮剧《浪起宝应湖》等一系列文艺精
品。此外，通过运河嘉年华、淮扬菜美食节等
一系列“运河文化+”活动，同时做大“文化+
商旅”“文化+体旅”“文化+康旅”的融合发展
文章，让城市文脉融入现代生活，让运河文化
在活态传承中熠熠闪光。

坚持“两山”理念
厚植“好地方”生态底色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指示要求，扬州
把推动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作为首要任
务，以“水清河畅岸绿”为总要求，实施环境整
治和生态修复 87 公里，规划建设了一批生态
休闲空间、体育运动场所，不仅展示了运河的
生态之美，还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生态改
善带来的福利。为兴建运河三湾湿地公园，
搬迁了周边的691户居民、89家企业，拆除清
理了一批码头和违建，原本无人问津的荒地
转变为鸟语花香的湿地公园。

习近平总书记在扬州考察调研时指出，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
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
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夏心旻表示，“扬州将争当运河生态治理
修复的示范，争当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示范，
争当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更加彰显运

河生态之美、水韵人文之美、繁荣活力之美。”
作为长江和淮河交汇点城市、南水北调

东线源头城市和大运河原点城市，扬州水域
面积占全市域面积近三分之一。保护生态环
境，首先要做好“水”文章。扬州先后投入120
亿元启动了“清水活水”城市建设，市区建成
区已基本消除黑臭水体，省考以上断面水质
优Ⅲ比例均优于省考核目标，实现了清水润
城、活水绕城。为护一江清水北上，扬州坚定
不移抓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环境问题整
治，规划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强力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良好湖泊保护等“八大工程”，实施
了江都水利枢纽环境综合整治、“三河六岸”
景观建设、引江河整治、夹江生态中心等一批
先导工程，高邮湖、宝应湖、邵伯湖完成退渔
还湖10.8万亩。

牢牢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战略方针，扬州全面落实长江“十年禁渔”等
各项部署，系统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沿
江化工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沿江尾矿库治理“4+1”工程，加快
沿江产业“降黑增绿”“腾笼换鸟”“破旧立
新”，全市化工企业由 605 家减少至 100 家，
长江扬州段生态岸线长度达 40.4 公里，生态
岸线占比从 2018 年的 47.5%提升至 56.9%，
沿江沿湖列入退捕范围的 3974 名渔民全部
上岸。

围绕建设美丽扬州，扬州坚持全市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统筹做好治污、添
绿、留白 3 篇文章，做到外在美与内在美相统
一、城市美与乡村美相协调，全力打好美丽宜
居城市建设“六场硬仗”，深入开展美丽田园
乡村建设“三大行动”。去年，扬州整治城区老
旧小区32个，新建美丽宜居村庄121个。

践行嘱托，扬州将继续坚持“两山”理
念，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着力打造美丽中国的样板区、绿色发展的
示范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蒋文超摄）

扛起扛起““好地方好地方””的担当的担当
展现展现““有分量有分量””的模样的模样

““扬州是个好地方扬州是个好地方，，依水而建依水而建、、缘水而兴缘水而兴、、因水而美因水而美，，是国家重要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家重要历史文化名城。。””去年去年1111月月，，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苏时对扬州的肯定视察江苏时对扬州的肯定，，让扬州人民备受鼓舞让扬州人民备受鼓舞、、深感振奋深感振奋。。

“‘“‘好地方好地方’’既是总书记对扬州的充分赞许既是总书记对扬州的充分赞许，，也是对扬州的殷切期望也是对扬州的殷切期望。。””扬州市委书记夏心旻表示扬州市委书记夏心旻表示，，面向面向““十四十四

五五””，，扬州将牢记谆谆嘱托扬州将牢记谆谆嘱托，，不负殷切期望不负殷切期望，，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聚焦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聚焦““强富美高强富美高””总目标总目标，，继往开来继往开来、、接续奋斗接续奋斗，，

以以““争当表率争当表率、、争做示范争做示范、、走在前列走在前列””的使命担当的使命担当，，把把““好地方好地方””扬州建设好发展好扬州建设好发展好，，在现代化新征程上更好满足世在现代化新征程上更好满足世

界人民对扬界人民对扬州的向往州的向往。。

生态美卷生态美卷——江都水利枢纽江都水利枢纽。。

刘江瑞刘江瑞 摄摄

江都水利枢纽抽水站持续运营。

鸟瞰扬州运河三湾风景区

。

市民在扬州江苏盐税博物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