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0 亿元，同比
增长 12.9%，增幅排名南京第一；规模
工业总产值262亿元，同比增长15.6%，
增幅排名南京郊区组第一。

记者：去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浦口“答
卷”成绩怎样？

祁豫玮：去年，我们打赢了疫情防控阻击
战。1.8万名干部群众日夜奋战在基层一线，
不到1个月的时间实现本土确诊病例“零增
长”。去年，长江南京段水位连续多天超历史
最高值的特大汛情，全区17万人次连续1个
多月奋战在长江、滁河防汛抗洪一线，众志成
城，打赢了防汛抗洪遭遇战。

过去一年，我们打赢了污染防治攻坚
战。去年攻坚解决8大类28项突出环境问
题。全面完成长江岸线整治任务，累计整治
企业47家、复绿170万平方米，“浦口经验”
正申报长江岸线整治国家典型。全域基本
消除劣Ⅴ类水体，入江支流考核断面水质均
达到Ⅲ类以上，地表水环境质量位居全省第
一。PM2.5全市浓度最低。全年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310天，优良率达85%，土壤安全
利用率达100%。

去年极不平凡，工作极不容易，克服各种
困难，浦口延续了喜人的发展态势。预计
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5亿元，可比价
增长3.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0亿元，同比
增长12.9%，增幅排名南京第一；规模工业总
产值262亿元，同比增长15.6%，增幅排名南
京郊区组第一。

这些数字可谓硬邦邦，浦口经济快速向
前，绿水青山安然无恙，全区实现全面发展。

江北新区成为国家级新区对浦口
是重大利好，是发展的良机。浦口最重
要的一个发展理念就是和江北新区一
体化发展，据此我们紧挨着江北新区的
研创园规划建设城南新中心，赢得了市
场的认同。

记者：外界对浦口充满好奇，2017年江
北新区进行区划改革，浦口四个城市化程度
较高的街道被划入江北新区直管区，被“割
肉”之后，浦口如何谋划发展？

祁豫玮：坦率地说，当时区划调整在浦
口产生的震荡还是很大的。调整以后，经

济总量划走2/3，财政收入从109亿元跌
到38亿元，规上企业变成全市最少，所有
街道都涉农，一产占比一下超过10%。在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鼓舞士气，怎么
实现发展，这确实是个挑战。

2018年 4月南京市委常委会集体调
研浦口，提出浦口要有“归零翻篇”的心
态，整装再出发、转型再跨越。对浦口的
定位是建设特色鲜明、产业发达、生态宜
居、现代开放的“江北明珠”。可以说，常
委会这次调研是为浦口举旗定向。一位
老干部的话很能说明了浦口干部的心态，
他说现在我们有方向了，过去的事不再议
论，只管埋头干起来。

从大势上分析，江北新区成为国家级新
区对浦口肯定是重大的利好，是发展的良
机。过去几年，浦口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理念
就是和江北新区一体化发展。我们正在开发
的城南中心，就是紧挨着江北新区的研创
园。研创园集聚了一批高端人才，我们城南
新中心就是服务于这批人才。如果各干各
的，不是一体化发展思维，浦口就不会搞城南
新中心。去年城南中心4块地全部是触顶摘
牌，来了很多全国知名开发商，竞争非常激
烈。这说明浦口与江北新区一体化发展的理
念赢得了市场的赞同。

我们启动“四个主题年”行动，要实现创
新提档、项目提速、建设提质、作风提升。对
照“江北明珠”的总定位，全区各个层级都开
展对标找差，提升目标追求、选树赶超标杆，
凝聚干事创业精气神。

在具体路径上，我们提出打好四场主
攻战。首先是做强园区主攻仗。形成大
抓优质项目的鲜明导向和浓厚氛围，开发
区在省内排名三年内“确保再进十位、力
争挺进十强”；高新区在全市排名明年力
争接近中游；农创园要始终保持在全国同
类园区中的引领地位。打好做精城区主
攻仗。江北新区像欧洲，浦口不能成非
洲。还有打好做特景区主攻仗，打好做美
村区主攻仗，做出浦口特色。

这几年，浦口的进步很明显，要谋划推进
的事很多，鲜有人再去提区划调整的事。
2017年，浦口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7.58亿
元，2020年预计GDP实现435亿元，财政增
幅名列全市最前列，浦口扎扎实实走在二次
创业的路上。

建设“江北明珠”，我们坚持聚力打
造两大支柱，即“地标性产业高地”和

“都市圈最美花园”。集聚集成电路企
业 260 家，产值占全市 35%，建成 5 条
120 公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发展“都
市微度假”，乡村游接待量首次位居全
市第二。

记者：“江北明珠”是浦口最大的IP，这
个IP有什么特别的内涵？

祁豫玮：浦口会把“江北明珠”的定位一

个声音喊到底。建设“江北明珠”，我们坚持
聚力打造两大支柱，即“地标性产业高地”和

“都市圈最美花园”，强力组织、高效推进。
按照南京新主城的全新定位，从发展边

缘走向中心，从发展腹地走向前沿，浦口要踏
上“因江而兴”的振兴之路。打造“地标性产
业高地”、建设“都市圈最美花园”，是浦口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抓手，也是浦口彰
显特色优势的首要发力方向。

未来的竞争，是区域发展特色的竞争。
我们的个性特色既植根于我们的资源禀赋，
也来自于我们对未来的判断选择。

台积电是全球芯片生产的领军企业，以
台积电为龙头，浦口已集聚相关企业260
多家。去年，芯片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0亿元，同比增长 75%，总量约占全市
35%，占比比前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其中
台积电产值同比增长51.1%。全市产业占
比高，发展速度快，发展芯片地标产业大
有可为。

建设都市圈最美花园，我们有这个禀赋
条件。老山112平方公里，接近全区面积的
1/6，还有长江、滁河，山水资源独特。去年环
老山体育旅游景区获评全国精品景区，创成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汤泉省级旅游度假
区。全年共接待游客810.3万人次、总收入
44.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7.7%、16%，乡村游
接待量首次位居全市第二。

浦口紧扣“都市微度假”定位发展全
域旅游，推动旅游公路建设，建成百山林
海、春江十里等5条120公里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

浦口“地标性产业高地”起势明显，“都市
圈最美花园”形象彰显，全区士气高涨，浦口
进入发展快车道。

“十四五”是浦口构建新平衡、崛起
新地标、展现新魅力、彰显新素养、应对
新变革的五年，这会成为浦口大建设、
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记者：“十四五”是区域发展的关键五
年，浦口怎么谋划未来五年？

祁豫玮：“十四五”时期南京将进入“常住
人口超一千万、GDP过两万亿、人均GDP迈
向三万美元”的发展新阶段，浦口要抢抓南京
城市能级提升的机遇，充分发挥江北新主城
的区位优势，强化科技引领，夯实项目支撑，
提升产业集聚规模，加快推动资源优势转化
为长久胜势。

我们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谋划浦口未来五
年发展。“十四五”时期是浦口构建新平衡的
五年。江北新区管理体制机制调整后，我们
要依据新区情，在发展过程中系统弥合，实现
创新跨越，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公共设施
配套等方面构建新的平衡；“十四五”时期是
地标新崛起的五年，浦口需要紧抓新一轮科
技变革带来的机遇，在芯片、高端交通装备、
文旅健康等领域重点突破，致力于打造具有

区域影响力的产业地标。“十四五”时期也是
展现新魅力的五年，浦口需要充分利用南京
近郊稀缺的生态资源，通过打造“都市圈最美
公园”，实现生态价值转化，提升地区综合美
誉度。不能忽视的是，“十四五”时期应该是
浦口彰显新素养的五年，浦口在南京市域空
间的定位由相对独立的“副城”转向代表都市
核心功能的“新主城”，功能品质、市民素养和
文明程度都将大幅提升，展现全新面貌。最
后，“十四五”时期是浦口应对新变革的五年，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环境变化，浦口需要积极
应对发展形势与挑战，扬长补短，放大优势，
用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宏观环境的不确
定性。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咬定目标，心无旁
骛，“十四五”会成为浦口大建设、大发展的黄
金时期。

用五年时间力争打造芯片产业 1
个千亿级、高端交通装备和文旅健康2
个500亿级产业集群，实现现代化城南
中心快速崛起，城镇精致、乡村精美，美
丽宜居城乡格局基本形成。

记者：我们已经进入“十四五”，五年
转眼即逝，能否描绘浦口未来五年的发展
愿景？

祁豫玮：“十四五”时期，我们提出“GDP
在全市占比提升1个百分点、位次在郊区上升
1~2位”。这是一个争先进位的目标，也是一
个压力重重的目标。

力争到“十四五”末，地区生产总值在全
市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在郊区中排名中游；
规模工业总产值较2020年翻两番，达100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150亿元，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000亿元，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突破200亿元，规上工业企业数和
高新技术企业数翻一番以上。

“十四五”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产业发展
迈上新台阶，努力将浦口培育成为南京新的
经济增长极。2025年，力争打造芯片产业1
个千亿级、高端交通装备和文旅健康2个500
亿级产业集群。其中芯片产业份额占全市
40%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
重超过65%。城乡建设展现新面貌，推进产
城融合、新老城区无缝衔接，高标准建设好南
京新主城。

2025年，实现现代化城南中心快速崛
起，江浦老城有机更新，桥林新城“产、港、城”
一体发展，高新区成为高品质科技生态创新
区，城镇精致、乡村精美，美丽宜居城乡格局
基本形成。生态环境彰显新优势。充分利用
浦口“一山两水”资源，高标准打造长三角环
境优美、交通畅达、宜居宜业的公园城市典
范，创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珍珠泉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

把握未来，最好的方式是出发，逐梦成
真，最短的距离是实干，我们有信心，埋头干
上五年，让“江北明珠”更闪亮。

南京浦口区，和国家级新区江北新区犬牙交错，密不可分。紧临江

北新区，浦口如何打开发展格局？过去几年，这个区干得怎样？迈向新

征程，又有何种追求？近日本报记者专访南京浦口区委书记祁豫玮，听

他解读浦口的发展路径。

□ 本报记者 盛文虎 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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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而生，因水而兴。“十三五”时期是浦口发
展最快、变化最大、成效最好的五年。特别是
2017年江北新区管理体制调整以来，浦口地区生
产总值年均增速达6.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
增速达 22.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年均
增速达6.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达8.2%，均位居全市前列。

踏上“十四五”新征程，多重机遇风口在这
里交汇叠加，世界高端产业在这里竞相布局，大
江大山大河在这里交相辉映……以国家战略高
度审视浦口，未来一个时期，将是“江北明珠”潜
力充分爆发、优势不断彰显的黄金增长期，想象
空间足够大。

江北新区，无疑是距离浦口最近、对浦口发展
影响最广、促进最大的地缘利好。无论是从产业
发展、城市建设还是创新能级，新区都将对浦口的
未来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仅从这5年看，
江北新区净增人口已超 80 万，其中以高科技人
才、高收入人群居多。而浦口正打造“都市圈最美
花园”，聚焦“都市微度假”发展文旅产业，在需求
侧，新区战略将带来大量的优质旅游消费人口和
高端旅游产品需求，在供给侧，新区更将带来多元
的资本投入和完善的周边配套。

芯片产业，是浦口区和江北新区共同的主导
产业，以台积电为代表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正是
新区“芯片之城”的核心支撑。不到五年，浦口已
集聚全南京1/4的芯片企业，创造了超过1/3的产
值，始终保持了高增速。这背后，无疑有江北新区
磁吸效应的加持。去年，全国首个芯片大学落户
新区，更为浦口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破解了
芯片产业眼下最大的瓶颈。

浦口还有1.4平方公里直接位于自贸区南京
片区，这也意味着浦口承接自贸区制度溢出近水
楼台，有着天然优势。一年多来，自贸区已形成
60多项体现首创要求的制度创新成果，是名副其
实的制度创新高地。在全国率先推出的“行政审
批2330改革”，实际效率甚至已达到“1220”，这些
都引领着浦口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向，提供改革的
样本。浦口实际上已经在行政审批提速上有了二
次创新，“拿地即开工”改革目前已经实现常态化，
上升为“江苏经验”。

站在长三角一体化这个更大的格局中看，地
处苏皖交界的浦口，是长三角带动中西部发展的
重要传导区域，地位更显特殊。一方面要做好“东
接”，吸收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优势，在产
业创新、市场开放等领域承接辐射。还要加快公
路主次干线、轨道航运等基础交通设施互通互联，
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借助向皖江
城市带等泛长三角地区传导经济热度的契机，当
好“西延”的“桥头堡”，加快浦口-南谯一体化建
设，破解产业用地等要素，提升与周边地区的分工
协作水平。

江北新区管理体制调整以来，浦口纵是一
路风雨坎坷，但坚决从大局出发，主动融入国家
战略，服务服从，同心同力，在变革中找到了发
展“最优解”，奋力闯出了一条彰显自身特色的
发展道路。

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创新向争一流迈进、城
乡向一体化迈进、发展向绿色化迈进、治理向现
代化迈进，未来的五年，围绕“地标性产业高地”
和“都市圈最美花园”两大支柱，浦口在三大国
家战略叠加下，步履坚定，足音铿锵，“江北明
珠”必将更闪亮！

浦口区
“江北明珠”更闪亮
——专访南京浦口区委书记祁豫玮

战略视角下，

发现不一样的浦口
□ 盛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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