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栖霞，优秀
是“藏不住”的

如果单从一个名字来认识一个地
区，那栖霞就会是一次“美丽的误会”。

坐看云蒸霞蔚，岁月静好？不存
在的！从工业重镇到产业高地，昔日
农牧场变身大学城，城郊崛起城市新
中心⋯⋯栖霞产业脱胎换骨、城市拔地
而起、环境由乱而治，一路奔跑突围，没
有一刻停驻，也容不下一丝懈怠。

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宁镇扬一体
化、南京紫东崛起等多种战略机遇叠加
交汇，让栖霞一次次站上“风口”和“C
位”。似乎是水到渠成——这个时代格
外垂青这片土地。

其实，不待风来，兀自绽放。近年
来，栖霞整建制拆除 16 个行政村，完成
519 万平方米拆迁改造，释放 3180 公顷
发展空间，打造了500万平方米的科创载
体。面对新一轮产业发展和区域竞合，
栖霞早已厉兵秣马、成竹在胸。

俨然“拆二代”？其实“高富帅”。
放眼仙林大学城，18 所高校里 20 多

万师生，栖霞拥有最优的人力资本。除
了江岛八卦洲，5 年内其他 8 个街道都将
通上地铁，当下的栖霞是全市城建强度
最高的区域。行政区和大学城、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融为一体，这样的“配
置”，放眼全国也是凤毛麟角。

与栖霞人打交道多了，你会发现
这个“宝藏区”的干群有很多有意思的
特质。

栖霞人善于“自嘲”：“最早挂牌国际
医院的时候，被嘲笑你懂什么叫国际化
么？我们当时的确不懂，差的远呢⋯⋯”
但是没关系，认准了干到底，总会实至名
归的。如今，这里有全市最多的外籍人
口、最多的国际学校、最好的国际医院。
70 岁的美国人理查德·西尔斯是网友熟
识的“汉字叔叔”，游历国内外多个城市
后，去年 12 月份他申领“中国绿卡”安家
栖霞。

栖霞人不喜欢辩解，纵然被“错判”
也很淡定。亦城亦郊的角色，有时会“左
右为难”。一边被列为城区，考核服务业
占比。一边被列为郊区，更看重制造业
发展指标权重。如果只盯着考核和指
标，天平砝码往哪里摆？

“我们做人工智能的，就喜欢来栖
霞。在这个工业大区，我们找到了最多
的应用场景，我们为制造业插上腾飞的
翅膀。”人工智能行业大咖的一席话让人
茅塞顿开，创新创业者用脚投票最有说
服力。

栖霞人会把最初的艰难，留到最后
当成“花絮”讲。仙林街道首创的基层治
理网格化模式，如今已是全国“标配”，被
誉为城市版“枫桥经验”。街道工委书记
孙金娣回忆，上任首日就遭遇“信访堵
门”。痛定思痛，迎难而上，干出了一个
全国样板。栖霞的基层治理改革之路就
是这样披荆斩棘蹚过来的。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栖霞，我想应
该是“锦衣夜行”。不务虚名，不行架空
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在栖霞，很少谈论

“诗和远方”，而是埋头把发展成果写在
脚下的广阔大地，融化进百姓生活日常。

有时，优秀是“藏不住”的。城市东
进，山川入怀。锚定“十四五”发展目标，
栖霞少有的高调了一次：打造“最强增长
极，最美新栖霞”。

面对时代的召唤、命运的赋予，且看
栖霞：胸中有丘壑，立马振山河！

□ 仇惠栋

采访手记

□ 本报记者 仇惠栋 颜芳

栖霞区
东 进 ！ 第 二 次 跨 越

——专访栖霞区委书记、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仙林大学城党工委书记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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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矶之变，是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样板”。壮士断腕关停化工企业，栖霞不仅换得一片绿水青山
好家园，还站稳了先进制造业领跑区的位次，动能迭代升级。

紫金山以东，是南京最新布局的“创新引领极”。科创大走廊串珠成链，栖霞不仅有大学城、经开区的
厚实家底，更是布下“G312产业创新带”的先手棋，迎来“高光”时刻。作为产业主要承载地、城市新兴增
长极，栖霞区近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南京这座城市突围、革新和攀升的一个缩影。

近日，新华日报《南京观察》记者专访南京市栖霞区委书记、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仙林大
学城党工委书记黎辉，探寻栖霞行稳致远之道、争先进位之钥。

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

《南京观察》：回顾“十三五”的发展，栖
霞区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收获了哪些发展
成果？

黎辉：可以说，在过去打下的坚实基础上，
整个“十三五”，是栖霞地区发展最快时期。有
几组数字可以反映这一巨变：地区生产总值由

“十二五”末不足千亿元增长至突破 1500 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十二五”末不足百
亿元增加到近 150 亿元。完成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超 3000 亿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
50%。预计净增规上工业企业140家以上、总
数超320家，年产值近3000亿元，工业体量位
居各行政区首位。在量的快速增长同时，发展
质 量 不 断 提 升 。 万 元 GDP 综 合 能 耗 下 降
18%，亩均建设用地 GDP 产出 51 万元、增长
54%，获评全省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模范
区。市场活力不断迸发，市场主体数量超过
14万家、较“十二五”末翻番。

回眸这些年的发展，栖霞的城乡面貌发生
巨变。老城焕发新的生机，新城建设加快推
进。城市由仙林副城“单中心”加速演进为“七
大片区”。城市快速路通行里程由 50.6 公里
增加到 70.4 公里。城市管理连续 7 年在全市
考核中排名第一。区域竞争力和吸引力不断
增强，地区实有人口突破百万。

改革正成为“强富美高”新栖霞的闪亮名
片。“不见面审批（服务）”首创经验得到李克
强总理批示肯定。“全科政务”服务成为首个
国家级标准示范点。深化社会治理创新栖霞
实践入选“中国样本——改革开放 40 周年经
典案例”。

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栖霞
长江岸线全市最长，入江河道最多，治水力度
和规模全市最大。我们实现了入江河道水质
稳定达标，在主城区首个通过全域基本消除劣
V 类水体验收。燕子矶地区获评全省土壤污
染综合防治先行区，燕子矶幕燕滨江风光带综
合环境整治、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受到党和国
家领导人充分肯定。

“十三五”期间，我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人民生活得到整体性
改善，正向更高品质迈进。五年间，我们交付
了65所学校。与南外、南师附中、金陵中学合
作办学，在仙林、燕子矶、栖霞山等几大片区全
面开花结果。不断深化首创的“院府合作”模
式，我们的三级医院由过去的 1 家到目前建
成、在建和规划在建的有8家。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6.6万元、增长近50%。

可以说，在“十三五”期间，经过全区上下
的接续奋斗，栖霞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实现全面
进步，完成了一次“蝶变”。

三圈融合是独特优势

《南京观察》：近年来，栖霞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各方面保持着齐头并进的良好势头。面
对新一轮发展中的区域竞合，栖霞有哪些比较
优势、取胜之道？

黎辉：“大美栖霞”是我们给大家的第一印
象，也是我们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

栖霞之“大”，在全国的城区中也不多见。
总面积395平方公里，是南京其他五个城区面
积总合。在“十三五”期间，城市化进程整体推
进，我们负重奋进、攻坚克难，完成了大规模的
征地拆迁工作，30 多个行政村拆掉了 16 个，
为新一轮的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打开了新空
间。燕子矶板块、栖霞山板块、紫东核心区板
块总面积近 50 平方公里，正成为投资兴业的
热土，是栖霞的新兴增长极。

栖霞之“美”，不仅是指生态环境和城市面
貌，更是指产业发展、区域协同的“美美与共”。

从发展业态上看，“三业并兴”。栖霞是南
京唯一的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现代都市
农业三种业态并存的城区。在先进制造业方
面，栖霞是高端产业集聚区、产业经济主战
场。在高端服务业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栖霞服务业蓬勃发展，占比近 40%。在现
代农业方面，栖霞还保留着 10 万亩农田。三
业并兴，优势互补，让我们的发展更有韧性。

从资源禀赋上看，“三圈融合”。栖霞是国
内少有的具有大学城创新圈、行政区孵化圈、
经开区产业圈全链条的大区。我们整合了大
学城 18 所高校 20 万师生的科教人才资源，形
成了江苏乃至全国重要的高等教育集聚区；与
南大、东大、南师大等高校共建 5 所大学科技
园，建成近 500 万平方米科创载体，增强了地
区创业创新活力；聚焦经开区新型显示、人工
智能等领域的高端产业资源，走出了一条“创
新在校区、创业在园区、产业化在经开区”的全
链条特色发展之路。

从管理体制上看，“三足鼎立”。行政区重
点做优城市品质、做强科创载体、提升公共配
套，仙林大学城管委会重点发展紫东片区，国
家级南京经开区重点发展产业。近年来的发
展成果证明，只要坚持三区融合发展，资源共
享、事务共商、考核共担、队伍共建，栖霞高质
量发展势头就能充分巩固、不断攀升。

东进，实现第二次跨越

《南京观察》：从推进宁镇扬一体化，到加
快紫东地区发展，栖霞站上了新一轮发展的风
口，城市建设和功能布局将发生哪些变化？

黎辉：加快紫东地区发展，是南京市委、市
政府确定的重大发展战略。栖霞区有282.5平
方公里位于紫东地区规划范围、占紫东总面积
37.2%。紫东核心区22平方公里，一半位于栖
霞境内。栖霞要乘势而上，拉开城市发展框架，
打造高端化、品质化、国际化的城市典范。

当下，栖霞城市格局正在发生历史巨变。
过去20年，跨过绕城公路，实现了迈燕、马群地
区向仙林新市区的“第一次跨越”。现在，是跨过
绕越高速，往栖霞山、西岗、龙潭方向发展，开启
了由仙林新市区向紫东核心区的“第二次跨越”。

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度看，栖霞是全
市最大的。过去20年，我们有了二桥、四桥两
条过江通道，如今是四条过江通道同步在建，
其中一条“浦仪通道”去年底通车。目前我们
拥有 3 条地铁线，同步在建的就有 4 条，宁扬

城际线也将提前开工。1 号线北延至新港地
区，7 号线贯通尧化门地区，6 号线通达栖霞
山，宁句线让马群成为换乘枢纽，即将开建的
宁扬线联通龙潭⋯⋯“十四五”期间，栖霞区 9
个街道中，除了江岛八卦洲，其他 8 个街道将
实现每个街道都通地铁。

面对全新的发展机遇，在“十四五”的城市
空间布局上，我们坚持精明增长理念，划分了
四大片区，赋予不同使命。

提升建设片区：马群、迈皋桥片区持续提
升城市品质，加大城市更新力度，推进老旧小
区整治和宜居街区建设。

完善发展片区：仙林片区加快布局德基、
苏宁等高端商务业态，巩固地区商业中心地
位；尧化片区建设金地中心等重点项目，推进
312 国道沿线商务区建设，持续优化功能配
套；新港片区加快推进兴智中心开发建设，打
造科技、产业、城市融合发展新标杆；仙林湖片
区持续完善教育、医疗、商业商贸等配套设施，
打造生态宜居新空间。

加快建设片区：燕子矶新城重点建设燕子
矶滨江商务区，加快打造南京北部新城区和滨江
人居佳地；栖霞山片区依托华侨城欢乐谷、栖霞
山景区等重大文旅项目，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新
城区；龙潭新城着力打造枢纽城、产业城、宜居城

“三城融合”体系，促进港产城协调发展；紫东核
心区围绕“山水紫东宜居境，创新名城智汇地”目
标，着力打造宁镇扬同城化发展区域核心。

蓄势发展片区：八卦洲、龙潭东片区以绿
色生态为主线，打造乡村旅游休闲区，适当“留
白”，为区域发展积蓄后劲。

栖霞的发展大有可为、未来可期。此前，
国际邮轮主题综合项目顺利落户，龙潭港成功
入选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未来栖霞
还将开启面朝大江驶向大海的“跨越”发展。

数字之城，发展不可限量

《南京观察》：作为一个产业强区、城市“新
区”，竞速高质量发展新赛道，栖霞如何更好地
打造产业“硬核”、提升城市竞争力？

黎辉：加快适应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坚持
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十四
五”的发展中，栖霞区牢固树立先进制造业在
引领栖霞高质量发展中的龙头地位，确立了1+
3+1的产业布局。转型发展传统支柱产业——
石化产业，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锚定新型电
子信息、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
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在未来产
业发展竞争中赢得先机。到“十四五”末，全区
制造业产值达到 4000 亿元规模，继续领跑全
市。与此同时，大力发展与栖霞城市发展进程
相配套的文旅康养、商贸流通、居民服务等生
活性服务业。精准发展都市农业，促进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提升农业溢出价值。

南京加快紫东地区发展，确立了“建设紫
东科创大走廊，打造数字城市”的目标定位。
作为这一战略的主要承载区，我们谋划形成了

“一核一城一带一区”创新空间格局，努力打造
全国科技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

一核：即紫东核心区，围绕数字化、智能
化，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搭建智能交
通、智慧市政、智慧楼宇等体系框架，构建城市
智能治理体系，全方位建设“数字之城”，打造
南京展示数字城市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
市样板间”。

一城：即仙林大学城，充分发挥高校学科

优势，以政企校共建模式，进一步释放大学城
的科创活力，实现仙林大学城向仙林科技城的
战略转型，成为全省乃至华东地区知名的科技
新城。

一带：即 G312 产业创新带，集中整合沿
线两侧优质创新资源，打造宁镇扬核心战略创
新平台，共建科技协同创新中心，打造南京都
市圈制度创新综改试验区、长三角沪宁产业创
新带重要引擎。

一区：即南京经开区，充分发挥新港高新
园、中国（南京）智谷等科创载体功能，提升在
人工智能、新型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装备等领
域的科创能力与水平，实现区域“科创+产业”
集群化发展。

紫东科创大走廊，串联了南京经开区、仙
林大学城、紫东核心区、麒麟科创园、江宁大学
城、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区域科创共同
体做好了，就像是美国的“硅谷”。我们打造的

“数字之城”，未来不可限量。

打造最强增长极

《南京观察》：步入“十四五”，开启现代化
新征程，栖霞区自身确立了哪些发展目标，将
在“强富美高”新南京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黎辉：我们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赋予
江苏“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新使
命新任务，以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新要
求，紧扣“强富美高”美好蓝图，奋力推动栖霞
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高品质建设、生态高标
准提升、社会高效能治理、区域高水平协同，建
成全市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

谋划“十四五”，栖霞总的目标愿景是：打
造“最强增长极、最美新栖霞”，总体定位是：经
过五年的努力，把栖霞建设成为“现代化产业
强区、国际化科创高地、一体化发展典范、绿色
化幸福家园、法治化文明样板”。

作为南京向东发展深度融入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的门户，栖霞的发展要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词，进一步加大区域协同创
新力度，主动破除行政区域壁垒，推进跨区域
创新要素流动和资源整合，形成更强区域竞争
力，在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上做出表率。
推动栖霞由“片区建设”迈向“全域建设”，形成

“贯通东西、融入主城，缝合南北、整体联动，跨
界连通、辐射周边”的一体化城乡发展新格局。

在新一轮的发展中，我们要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
会全面进步。在民生改善上，以补短板、扩供
给为重点，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推
进优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医疗等配套
要赶超老城区当标杆。在社会治理上，要坚持
依法治区，实现各领域法治化水平全面提升。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
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推进

“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建成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放眼全局，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
化、宁镇扬一体化、加快紫东地区发展等国家省
市重大战略在栖霞交汇叠加，给予我们实现跨越
发展充足“底气”。反观自身，栖霞向来都是南京
发展的重要支撑，向来都有自强不息的奋斗基
因。稳居全市前列的先进制造业规模和全域开
发的空间纵深，是我们乘风破浪的“压舱石”，加
速崛起的现代服务业，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
产业，正为栖霞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迈步“十四五”的发展，我们信心满怀，栖
霞区必将迎来一场“质变”。

黎

辉

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