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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服务业

今年以来，盐城市服务业系统在省
发改委的指导下，积极落实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精准保障和
有序推动全市服务业平稳发展。

服务业企业加快复工复产。截至2月
19日，全市1115家规上服务业企业和1652
家限上批零住餐企业已分别累计复工1068
家、1584家，复工比例分别达到95.8%、
95.9%，企业职工复工到岗比例分别达到
96%、96.5%，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水平。其
中，全市重点监测的40家限上批零住餐企
业中，除3家由于企业改制、地址搬迁等原因
尚未复工外，其余37家均已复工，复工比例
达92.5%。据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统计，全
市42家银行和64家保险机构已全部复工，
970个银行机构下属网点和273个保险公司
分支机构复业率均达到100%。盐南高新区
重点监测的5家商务楼宇入驻的1310家企
业已复工1245家，其中，法律服务、商务咨
询、广告业等服务企业的复工率和返岗率分
别超过95%和90%。

服务业重点领域平稳运行。在现代
物流方面，1月份，全市完成公路、水路
货运量951万吨、859万吨，分别同比增
长89.44%和16.71%。南洋机场实现货邮
吞吐量980.1吨，同比增长12.47%，韩
日货运包机业务持续运营。在金融服务
方面，截至1月末，全市银行机构各项贷
款余额达 7283.31 亿元，较年初新增
313.96亿元，同比增长4.5%，增速居全
省第三位。在商贸消费方面，春节期
间，全市重点监测的71家商贸流通企业
实现销售（营业）额3.93亿元，较2019
年同期增长17%；中南世纪城、宝龙广
场等39家商业综合体累计实现销售额3.8
亿元，较2019年同期增长17.6%；组织
开展“2021盐城网上年货节”活动，全
市超1万家商户参加线上活动，累计完成
线上交易额 7470万元。在文化旅游方
面，全市积极响应“就地过年”倡议，
先后组织开展包括欢乐广场、缤纷舞
台、书香天地、文博展览、线上活动、
旅游活动等6大板块360场次文旅活动。
春节黄金周，全市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
277.8万人次，市文化馆服务接待总人次
达30余万，江苏盐城东台条子泥景区、
大纵湖东晋水城景区、盐镇水街等旅游
景点获央视主流媒体宣传报道。

下一步，盐城市将坚持提振传统服
务业和激发新兴服务业“两手抓”，切实推
动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
一是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研究制定推动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政策措
施，适时储备和推出细化政策，持续抓好财政贴息、房
租减免、压减涉企收费等各项惠企政策兑现落地，着力
减轻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税费负担。二是进一步拓展内
需市场，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加大对新型服务消费的
培育力度，大力推广“无接触度假、近郊游、预约游览、
私家团”等消费模式，有序引导各地发展“夜间经济、小
店经济、直播经济”，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需
求。三是进一步推动创新发展，大力培植服务品牌。
加大对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
的布局力度，以数字化、智能化创新提升服务业多样
性，促进线下企业“线上化”发展，在大数据应用、科技研
发、现代供应链、检验检测、电子商务等领域创建一批新
兴服务业品牌。 盐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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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创新发展大会

加强监测调度
主要指标增长较快

自GDP统一核算改革以来，连云港
市建立了经济调度例会制度，密切关注服
务业统计工作和指标完成情况。2020年
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幅位列全省第7，其
中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发展势头最好，增加值增幅分别
达到了9.9%、6.3%、3.1%，而营利性、非营
利性服务业则分别增长了6.5%和3.8%。
全市规上服务业营收继续突破、累计达到
595.34亿元，较上年增长达15.8%，增幅
稳居全省各设区市第一，其中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及文体娱业增幅明显，分
别增长了39.5%、31.0%、16.9%、15.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均保持了8个点以上的增幅。

随着连云港市房地产市场升温、批零

行业销售形势好转，截至2020年末，全市
服务业实现税收收入181.5亿元，占全市
税收收入一半以上，同比增长5.8%，高出
二产税收增幅18.6个百分点，总体实现较
快增长。其中批零业和房地产业税收收
入占比最高，分别为10.2%和18.7%。

聚焦主导产业
现代物流业发展持续向好

去年，连云港大力推动“枢纽港、产业
港、物流港、贸易港、服务增值港”建设，港
口新增集装箱航线13条，外贸航线覆盖
美西、中东波斯湾、南非等重要国际港口，
内贸航线实现沿海重点港口、江淮流域全覆
盖。全年港口累计完成吞吐量2.52亿吨、
集装箱480万标箱。全市铁路境内货运量
累计达6345.75万吨，增长7.8%；邮政通讯
总收入完成69.62亿元，增长15.4%。

“两基地一班列”运行良好，上合组
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主营
收入13.58亿元，同比增长447.65%，完成

物流量2370.49万吨，增长3.81%；中哈物
流基地累计进出场集装箱17.7万标箱，增
长2.38%。连云港市投资的哈萨克斯坦
霍尔果斯东门无水港累计完成换装量
22.9万标箱，增长44.6%；中欧班列累计
完成4.54万标箱（554列），增长17.3%。
江苏发展大会的33个签约项目之一的连
云港“一带一路”供应链基地项目一期实
现全面封顶，上合物流园铁路装卸场站建
筑单体见顶，专用铁路工程19.2公里已完
工。国家级区域医疗物资储备调拨中
心项目落地连云港，为自贸试验区“提
升医药健康产业”增添了发展后劲。

提升重点行业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强劲

过去一年，连云港市金融业保持较快
增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首次突破1000
亿元，银行存贷款高速增长，增速分别达
17.6%、23.1%。信息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高新区获评省级大数据产业园，电子口岸

获评省级软件企业技术中心，“一带一路”
互联网数据开放交换共享试验区、移动大
数据中心、电信天翼云中心、联通大数据
中心等项目顺利推进。

近年来，连云港市电商产业异军突
起，网络销售等新零售新业态贸易形势喜
人，全市基本形成了东海水晶、鲜切花，灌
云衣饰，赣榆海产品、紫菜，灌南食用菌、农
机配件，海州蔬果采摘观光等地区特色鲜
明的电商产业分布格局。2020年，全市电
商网络零售额突破550亿元，同比增长了
35.0%。东海县成功入选“全国农村电商
十强典型县”，实现了国家级、省级农村电
商示范县的全覆盖。东海水晶城成功获批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江苏天马集团
成功获批国家级数字商务企业。直播带
货、短视频电商呈爆发式增长，连云港市位
居全国十大淘宝直播之城第3位，仅次于
杭州、广州，该市淘宝直播新经济超越众多
一线城市，居全国前列。

对冲疫情影响
生活性服务业恢复平稳运行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好转，连云港
市旅游业逐渐复苏，通过推出旅游惠民活
动、“云推港城”及夜游经济发展，全年游
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恢复了
61.0%、45.5%。房地产业十分景气，在宏
观经济和城镇化稳步发展、信贷规模稳步
增长、房地产调控因地施策的前提下，全
年商品房成交面积、成交均价分别增长
7.9%、12.9%。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市图
书馆新馆建成投用，新建影院5家，连云
港市创成省历史文化名城。产品文化化、
文化产品化，让众多的产品插上文化的翅
膀飞向世界，让深厚的连云港历史文化借
助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政府消费券发放、“5.18”电商购物节
及餐饮百日消费惠民大放送等各种活动的
开展，极大地促进了港城餐饮住宿等商贸
领域消费回暖，全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完
成306.49亿元，同比增长3.5%、实现由负
转正。健康养老服务业不断提升，全市共有
115家养老机构及1428个养老护理院、居
家养老服务站、小型托老所、“关爱之家”，基
本满足了全市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连云港
市服务业进入质量提升、产业融合发展的
新阶段。连云港将加快推进全市95个服
务业重点项目建设，打造全方位、多层次、
便捷高效的城市物流新体系，大力发展平
台经济、共享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加快连
云港服务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整个
产业的数字化水平，借助数字化发展更
高品质的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家政托育
等服务业，进一步培育现代服务业新增
长点，繁荣活跃全市消费品市场，深入推
动服务业向专业化、高品质、多样化、个
性化发展。 闫 莉 马清涛 刘峻麟

应对新挑战 实现新突破

连云港服务业加速发展再上新台阶
2020年，连云港市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

战，持续推动行业复苏复产，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518.62亿元，同比增长3.8%，
占全市GDP比重较2019年末上升了1.28个百分点，高出二产占比4.46个百分
点，全市服务业总体表现持续向好，多项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加快现代服务业与科技创新融合

“十三五”以来，常州现代服务业产业规模
实现新跨越，2019 年科技服务业增加值达
195.5亿元，是2015年的近3倍。2020年规模
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263.5亿元
和166.9亿元，增长13.1%和15.0%，两大行业
合计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6.0个百分点。
中以常州创新园、中德创新园等一批科创载体
建设取得新进展，建成市级以上孵化器62个，
新增孵化总面积达106万平方米，常州高铁新
城正式挂牌成为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特色基
地。常州已连续15年开展科技长征，以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端生产性服务
业占比明显提升，科技创新成为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第一动力。

下一步，常州将对标国际先进，高标准研
究建设“智能制造龙城实验室”，争取更多重大
设施、重大项目、重大政策落户常州，让科技创
新既有“高原”更有“高峰”。更大力度建设新
型研发机构，在股权架构、运营方式、孵化模
式、融资体系等方面大胆创新，打通科、技、产

“回路”，实现“从0到 1再到N”的产业化裂
变。高水平建设高铁新城国际创新先导区，加
快建设西太湖“长三角青年创新创业港”，积极
盘活各板块闲置厂房、商务楼宇等资源，打造
升级版创新综合体，集聚公共服务、科技金融、
孵化加速、成果转化等功能，实现“邻居就是客
户”“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加快现代服务业与产业创新融合

深化产业创新升级，推动更多现代服务业
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耦合共生，日益成为培
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常州全面探索产业创新，推动现
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全市共
有20家单位入选全省首批两业深度融合试点，
其中龙头骨干企业试点14家，试点数量全省第
三；产业集群试点5家，试点数量并列全省第
一；区域集聚发展试点1家。2020年7月，全市
8家单位被省发改委评为两业深度融合优秀试
点，优秀试点总数全省第二，产业集群和区域集
聚发展优秀试点数量并列全省第一。

下一步，常州将不断拓展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推动先进制造业

与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
培育形成一批集“智能制造+增值服务”功能
为一体的标杆企业，打造两业深度融合的优
势产业链条、新型产业集群、融合示范载体和
产业生态圈。

加快现代服务业与业态创新融合

创新不仅有科技创新，还有思维创新、模
式创新、业态创新。当前，新经济迭代浪潮扑
面而来，直播带货、网红打卡、在线消费等新消
费业态蓬勃兴起。2021年春节期间，常州各

大服务业市场主体发挥多业态聚集、多元化消
费的优势，开展形式多样、创意新颖以及融购
物消费、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营销活动，以体验
式消费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苏宁、欧尚、
瑞和泰等传统零售企业开启直播销售，通过引
流私域流量，弥补实体店线下客流不足现状。
环球恐龙城夜间文旅集聚区联合携程BOSS
直播，举行抖音中华恐龙园线上大促，发放惠
民补贴866万元，惠及消费者超5万人次。据
统计，2021年春节期间，全市51家大中型零
售/餐饮企业、9家城市综合体共实现销售额

5.98亿元，较2020年同期增长189.5%。春节
假期前4天，三大5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5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近4000万元。

下一步，常州将抢抓流通环节新变革、消
费模式新变化以及消费内容新升级的机遇，积
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流量经济”“网
红经济”“首店经济”“宅生活”“智慧医疗”“智
慧教育”等服务模式，创新直播带货、线上采
买、生鲜电商、远程医疗、网上办公、在线教育、
在线研发设计等应用场景，促进社会生产服务
活动加速“触网”。 常发改轩

坚持创新导向 加快三个融合

常州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新高地

2020年，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常州现代服务业迎难而上，带动
全市经济持续回暖，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达4024.9亿元，按可比价增长
4.9%，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1.6%，服务业稳步复苏为常州经济转
型升级、行稳致远打下坚实基础。2021年新春伊始，常州市委、市政府召
开全市创新发展大会，吹响了创新再出发的号角，将现代服务业作为全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坚持创新导向，加快“三个融合”，打造
产业发展新高地，推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走在前列。

连云港加快建设枢纽港连云港加快建设枢纽港、、产业港产业港、、物流港物流港、、贸易港和服务增值港贸易港和服务增值港。。 杨开林杨开林 闫莉闫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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