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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全国“坐标”看江宁
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百强新城区第三位

全国工业百强区前十位

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典型范例

营商环境位居长三角地区县域前三强

江宁开发区稳居全国经开区前十方阵

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

全国健康促进区

全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区

2020中国最美县域

中国天然氧吧

中华诗词之乡

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区

统筹“进”与“退”，建设生态文旅秀美地

万里长江，浩荡奔流，入苏“第一站”是南京，长
江南京段“第一站”在江宁。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部署要求，“十三五”
期间，江宁区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以“第一站”的担当、“一盘棋”的思
维，精彩运用“进”与“退”的辩证法，唱响新时代“长
江之歌”，19.08公里长江江宁段生态环境质量达五
年来最好水平。

生态进、生产退——经多年生态修复、保育，如
今，新济洲已发展成集国家湿地公园、国家长吻鮠铜
鱼保护区、省级江豚保护区、省级生态红线一级管控
区以及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于一体的多功能保护区，被
称作长江南京段的“江中绿宝石”和“生态大宝库”。

治理进、污染退——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
压倒性位置，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岸线整治，近年来，
江宁区累计绿化造林、环境提升1.84万亩，高标准
打造“临江、近江、见江”的沿江堤滨江公园。

高端进、低端退——江宁区坚持“砸笼换绿”
“腾笼换鸟”“开笼引凤”并举，腾出环境容量和宝贵
空间，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打造“千亿级滨江先

进制造业新高地”。
进退之间，再现“一江清水、满城葱绿”。2020

年，江宁跻身中国县域全生态百优榜第4位，创成全
省唯一的“中国天然氧吧”。截至“十三五”末，全区
累计接待游客1.6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752亿
元。生态变好了，乡村变美了，城区更绿了，在江
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绿水青山
变成了金山银山！

“打造美丽古都典范区，建设高质量内涵的生
态文旅秀美地。”江宁区委全会明确新的“美丽目
标”：未来五年，长江江宁段将建立永久绿色发展机
制，城乡水环境治理取得决定性胜利，空气质量稳
步提升，生态文明、全域旅游、公共文化服务等“国
家级”品牌内涵进一步拓展，江宁近悦远来的魅力
和磁力更加凸显。

奋进“十四五”，江宁以“美”开篇。1月19日，
南京市举办园博园城市展园竣工仪式，一座世界级
的“山地花园群”揭开帷幕。今年4月，第十一届江
苏省园艺博览会计划在宁举办，江宁要为“美丽江
苏”打造一个永久盛开、永不谢幕的“南京花园”！

观历史看大势，总有标志性事件开启伟大新征程，
赋予时代前进的巨大力量，也总有示范性标兵走在时
代前列。

南京市江宁区——江苏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六个
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县（市、区）之一，以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提出的“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
在前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总纲领、总命题、总要求，按照
省委、市委全会部署，以全局的思考和时代的担当，擘
画一幅现代化建设新蓝图：高质量建设“创新名城核心
区、美丽古都典范区”，奋力把江宁打造成为“争当南京
表率、争做江苏示范、走在全国前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典范新城区”。

回望“十三五”，江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造性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部
署，交出了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彩答卷”，在
全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中闯出了城乡融合的
“江宁路径”。

开局“十四五”，面对新要求，江宁区委深刻认识到，
必须以敢为人先的引领性，更大力度激发“强”的动能、提
升“富”的品质、拓展“美”的外延、丰富“高”的内涵，建设
高能级集聚的现代产业强基地、高品质生活的幸福乐居
富庶地、高质量内涵的生态文旅秀美地、高效能治理的文
明风尚新高地，积极探索现代化新江宁的现实模样。

建设“两区四地”，是江宁面向“十四五”的新坐标，
更是现代化建设的新航向。

“江宁改革发展积蓄了强劲的势能，未来五年将是
综合实力厚积薄发、跨越提升的‘黄金时期’。”江宁区
委负责人说，踏上新征程，开启现代化，必须把握“时”
与“势”，识辨“危”与“机”，统筹“稳”与“进”，既要保持
战略定力又要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既要巩固提升全面
小康成果又要为基本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以系统

化思维做好高质量发展的
“辩证法”，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个目标干下去，
共同铸就江宁发

展史上新一个
精彩五年！

新年始，万象新。1月8日，江宁区召开
2021年创新发展大会。区委“一号文”《关于
全面建设创新名城核心区加快塑造发展新优
势的若干政策措施》重磅发布，全市首创“江
宁区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开通上线，园街
板块“一把手”轮番登台领任务、表态度……
会场内外精神振奋，吹响夺取“开局之胜”的
激越号角。

开年即谋创新，是因时不我待。《2020年
度江宁区创新发展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
年，在创新名城核心区建设的目标引领下，全
区经济发展逆势增长、好于预期，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5%，勇夺全市创新名城建设总
指数、水平指数和发展指数三个“第一”，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稳居全省区县第二，综合竞争
力位列“全国百强新城区”榜单第三，跻身全
国工业百强区前十位，连续两年获评全省高
质量发展先进区……一系列成绩的背后，是
江宁深化创新名城核心区建设，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纵观“十三五”，推动江宁高质量发展的
第一动力是创新。开篇“十四五”，江宁践行

“两争一前列”的战略举措还是创新。
从“时”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变，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带来深刻
影响，“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
带、宁镇扬都市圈、紫东崛起等宏观机遇在江
宁叠加共振，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在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中不断开创新
局。

由“势”观之，南京连续四年出台市委“一
号文”推动创新名城建设。全市各板块比学

赶超、慢进即退。当前，
江宁区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达1480家，工
业经济规模
突破3000亿

元。产业

基础坚实、创新家底雄厚，打造创新名城的
“核心区”，江宁势在必行。

因时而动，乘势而上，江宁区委全会提出
“建设高能级集聚的现代产业强基地”的新目
标——高层次人才队伍、重大创新平台、高新
技术企业集群、创新创业空间体系建设取得
重大突破，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经济规模和
质量位居长三角前列，主要创新指标领跑全
国县域。

“强基地”的核心是“高能级”。江宁将构
建以“紫金山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
源头的创新孵化圈层，建立高新园区、大学城
区、众创社区“三区联动”的协同创新机制，推
动紫金山科技城加速崛起。在高新技术企业

“千企方阵”基础上，今年将冲刺2000家的目
标。加快建立新型研发机构“百家方队”，催
生更多“从0到1”“从1到百、到万”的创新成
果。

“强基地”的支撑是“现代产业”。以智能
电网、绿色智能汽车、高端智能装备“三大智
能产业”为主导，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软件、
新型航空、新型环保“三大新兴产业”为支撑，
以未来网络、未来生物医药、未来材料“三大
未来产业”为后劲，以云计算、高端商贸、电子
商务、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一批现代服务
业”为依托，加快构建江宁新“3+3+3+1”现
代产业经济体系，全力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地标产业。

准确把握“时”与“势”，才能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过去多年，江宁区以推动转型
升级的战略定力，在滨江开发区前瞻布局5G
等新兴产业。2020年疫情大考下，滨江逆势
爆发增长，“快”蕴藏着“好”。迈上新征程，在
深耕“现代制造业”的同时布局“未来产业”，
打造“创新高原”还要崛起“科技高峰”，在推
动江宁创新发展的同时打造国内大循环战略
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一系
列新布局、新战略、新打法，蕴含着江宁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法”，折射出创新名
城核心区打造“高能级集聚的现代产业强基
地”的雄心壮志。

“时代潮流风起云涌，唯有弄潮才能勇
立潮头！”江宁区委强调，面向创新发展大

势，要有“江宁担当”；立足创新竞争形势，
要有“江宁定力”；把握创新跨越态势，

要有“江宁状态”。2021年，必须拿
出舍我其谁、义不容辞、责无旁

贷的士气，奋力夺取“十四五”
发展开局之胜。

把握“时”与“势”，构筑现代产业强基地

高质量建设高质量建设““创新名城核心区创新名城核心区、、美丽古都典范区美丽古都典范区””，，奋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新城奋力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新城区区

江宁江宁，，奋进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奋进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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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大考之年，两个生动的“江
宁镜头”，在全网刷了屏，在全国出了
名——

一个是去年1月30日下午，省委
主要领导不打招呼检查疫情防控工
作，在江宁汤山街道孟塘社区葛巷村
口被党员岗哨拦下。让省委书记吃

“闭门羹”，67岁的村党小组长葛进江
迅速成了“网红”。

另一个镜头是7月18日清晨，秦
淮河老后圩泵站背水坡发生散浸险
情，紧要关头，秣陵街道东旺社区党委
书记崔吉安扛着土包，跳进湍急河
水。20多名社区党员干部、志愿者连
续奋战，成功排除险情。

2020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收官之年”。高质量发展的新需要、
时代变革的新趋势、人民群众的新期
盼，都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去年6月，江宁区委出台《“宁帮手”
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建立“社区帮手、
网格帮手、群众帮手”三支队伍。江宁
区委强调：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牵引江
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火车
头”，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的先锋力量，
提升全面小康的“江宁成色”。

去年初抗疫，“宁帮手”深入车间
厂房，为企业复工复产出谋划策；年
中防汛，一双胶鞋、一把铁锹、一枚党
徽，成为基层党员的标配；文明城市

创建，“宁帮手”进小区、上街头，将问
题解决在第一线，把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回望大战大考之年，全区2
万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奋斗身影
贯穿始终，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
命，夯实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基础，打
造了“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模式
的江宁“升级版”。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事关群众幸
福安康，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必由之路。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全国试点，江宁区构建全覆盖
阵地体系，集结近30万人的志愿者队
伍。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
哪里；群众需要什么，志愿服务就提
供什么。文明实践之花开遍城乡大
地，江宁走出了一条“社会治理”与

“志愿服务”协同并进、互促提升的新
路径。

面向现代化，塑造高水平“江宁之
治”，江宁区提出“建设高效能治理的
文明风尚新高地”的新目标。党的全
面领导覆盖各领域各方面，党建统领
政治、德治、法治、自治、智治的协同治
理体系更加健全，重大风险防范、安
全治理、应急处突等各项能力显著增
强，新时代文明实践更加火热，城乡文
明程度成为全国标杆。用好“大数据+
网格化+铁脚板”，健全“宁帮手、网格
员、点位长、新乡贤、志愿者”五方共治

的基层
服务治理体
系，全面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
化水平。

纷繁世事多元应，
击鼓催征稳驭舟。

回望“十三五”，高质量发
展的“江宁辩证法”，推动“强富美
高”新江宁建设迈出一大步，为开启
现代化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局“十四五”，在“时”与“势”之
间找准发展突破口，在“量”与“质”之
间找准发展着力点，在“速”与“效”之
间找准发展节奏，在“稳”与“进”之间
找准发展新路径……大战大考中升华
的科学认识，无疑将化作前进道路上
的巨大力量，激励江宁人更加信心坚
定、更加斗志昂扬。

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
念，服务新发展格局，江宁以“争当南
京表率、争做江苏示范、走在全国前
列”的雄浑气魄，以“创新名城核心区、
美丽古都典范区”的使命担当，朝着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新
城区”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协同“治”与“志”，构筑文明风尚新高地

融合“城”与“乡”，打造幸福乐居富庶地

与南京主城区不同，江宁区城乡俱全。如何
“织”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双面绣”，是江宁推动
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也是江宁开启现代化新
征程的“必答题”。

透着“东晋古风”的文靖路，全市首个以“精致
慢生活”为定位的湖滨路·绿荫下街区，新场景迭出
的百家湖商圈……曾经，江宁人把去主城叫“进
城”，主城居民把去江宁叫“下江宁”。如今，江宁的
城市景观，不但是江宁人朋友圈里常晒的美图，更
成了南京市民的网红打卡地。

城区好风光，乡村亦如是。从东部汤山到西南
谷里，每逢周末节假日，美丽乡村的绿水青山间车
水马龙，好评如潮。2019年9月，江宁成功创建首
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让城市更精致，让乡村更富庶，“十三五”期间，
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江宁着力下好
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棋”——

五年间，城乡建设品质迈上新台阶。实施年均
投入超600亿元的城乡建设计划，城镇化率提高到
75%，美丽宜居乡村建成率达100%，基本实现全域
更新。全区轨道交通里程达177公里，禄口国际机
场旅客年吞吐量超3000万人次。新建成35万平方
米大型商业综合体，市民中心、区档案馆等一批重
大功能设施投用。

五年间，乡村振兴“四变”工程持续深化。建成
7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打造17个全国最美乡村。
获评全国首批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区、全国数字
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区、国家首批农业科技示范展示
基地。去年6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推荐全国
首批27个乡村振兴典型范例，南京江宁区成功入
选，全省唯一。在前不久发布的全省乡村振兴成绩
单中，江宁位列第一等次。

五年间，城乡居民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提

升。新增城镇就业25万人，获评全国安全教育实验
区。低保、养老等各项社会保障稳步提标，江宁医
院创成全省唯一区县公办“三甲”，获批国家级妇幼
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通过全国健康促进区验收评
估。血透资源下沉边远街道造福困境人群，“三微”
工程让群众绽放出“幸福微笑”。

经年砥砺，“来江宁织造幸福”城市品牌在全国
叫响。开启新征程，“幸福”再升级，江宁要建设“高
品质生活的幸福乐居富庶地”！

何为“高品质”？江宁区委全会报告明确：城乡
群众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收入与经济
增长速度基本趋同，群众全生命周期需求普遍得到
高水平满足，全方位公共服务体系更加优质均衡，
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橄榄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

有了目标书，更有路线图。“十四五”期间，江宁
区将实施城镇与乡村“双轨融合”战略，以“一核三
极八圈”的生产力布局，深化城乡一体融合，重塑全
域发展面貌。重点突出“一核牵引”，以“五湖联动”
为引擎，加快打造“南京超大城市南部新核”；突出

“三极并进”，在东部全面激活紫东江宁片区增长极
的成长力，在南部不断增强南京空港枢纽增长极的
辐射力，在西部持续提高沿江绿色发展增长极的竞
争力；突出“八圈协同”，统筹推进“东麒总部经济
圈、百家湖商务经济圈、环高校知识经济圈、环牛首
智慧经济圈、环汤山休旅经济圈、湖熟文化经济圈、
宁博跨界经济圈、全域美丽乡村经济圈”建设，切实
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蕴藏的内需潜能，转化为
江宁城乡现代化的强劲动能。

“通过城乡一体的顶层设计和全域‘一盘棋’的
战略布局，以城乡面貌的改变推动发展能级的质
变，以高效率城乡融合发展创造高品质的美好生
活。”省社科院有关专家如是解读城乡融合高质量
发展的“江宁逻辑”。

特色田园乡村特色田园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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