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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0年励精图治、砥砺前行，70年聚力拼搏、成就辉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大丰人民自强不息、奋力前行，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本报即日起推出《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大丰发展成就巡礼》，围绕“新型工业化、农村农业、城市化、基础设施、社会

事业”等专题，回顾70年来大丰发展的巨大成就，书写当下大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谋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9月14日晚，大丰花车亮相2019年
上海国际旅游节开幕式花车大巡游活
动，这是我区第6次受邀参加。厚积薄

发，我区旅游业
发展呈现井喷效
应。1-9月份，
全区吸引国内外
游 客 753 万 人
次、旅游总收入
66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 67.8%、
44.3%。中华麋
鹿园创成国家
5A级景区，荷兰
花海、海洋世界、
知青纪念馆等景
点知名度不断扩
大，大丰成为名

副其实的旅游城市。
9月5日—7日，2019中国新能源高

峰论坛在盐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论

坛开幕期间，我区有3个项目参加新能
源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近年来，我
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深入践行“两海
两绿”新路径，依托风能、港口等资源优
势，加快发展风力发电这一绿色能源产
业，目前已逐步形成布局集中、产业集
聚、发展集约的风电产业发展新格局。

这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新时代，这是
催人奋发向前的新起点。70年，在人类
发展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大丰人
民在这个时间段内，创造了波澜壮阔、
惊天动地的历史。这是经济规模连上
台阶的70年——数据显示，1949年全
区地区生产总值仅有0.25亿元，2004
年、2008年、2011年、2013年、2015年、
2017 年分别突破六个百亿元大关，
2018年达699.93亿元，比1949年增加
699.68亿元，年均增加10亿元。

发展基础不断筑牢，经济规模连上台阶

9 月 10日，深圳海盈控股4GWH
锂电池项目正式落户大丰经济开发
区。项目总投资40亿元，全部建成投
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40亿元，利
润达 4亿元。该项目的成功落户，是
全区“3+3+3”特色产业体系取得突破
的又一重大项目，必将进一步加快我

区打造新能源
及装备制造地
方标志性支柱
产业步伐，为我
区未来新一代
电子信息及智
能终端产业等
全产业链实现
5G突破带来重
大利好，是大丰
进入5G时代的
标 志 性 、支 柱
性 、带 动 性 项

目。今天，从落户项目的成色，就能深
切感受大丰的经济活力和发展动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大丰经济发
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
增强，经济发展更有质量。70年发展，
大丰经济结构更优。产业结构发生深
刻变化，实现了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

业协同发展的转变；需求结构持续改
善，实现了由需求疲弱向“三驾马车”
协同发力的转变；区域发展空间逐步
拓展，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不断形成，区
域结构优化重塑。70年发展，大丰经
济动力更强。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0.2
亿元上升至83.09亿元，增长414.5倍；
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0.01 亿元上升至
273.77亿元，增长27376倍；第三产业
增加值由 0.03 亿元上升至 343.07 亿
元，增长11435倍。今天的大丰，经济
空间更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49
年的83元增加到2018年的99833元，
增长1202倍；财政收入从107万元增
加到 851924 万元，增长 7961 倍。固
定资产投资从56万元增加到341.5亿
元，增长 60981 倍。从大规模“引进
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再到融入“一
带一路”，我区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显
著拓展，经济发展后劲更足。

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经济发展更有质量

2018年9月28日，盐城新水源地及
引水工程大丰支线成功通水，72万大丰
市民喝上了优质的长江水。作为盐城
历史上最大的跨区域引水工程，盐城新
水源地及引水工程跨扬州、盐城两市，

从京杭大运河宝
应县氾水镇取水
引入盐城。甘甜
的长江水涓涓流
淌，将盐碱水的
苦涩涤荡一清。
为人民谋幸福，
是共产党人永恒
不变的初心。新
中国成立 70 年
来，大丰始终把
增进民生福祉作
为经济发展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积贫积弱，

人民普遍贫困。经过多年不懈奋斗，贫
困人口显著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
降，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飞跃。1978年

大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9.9元，
1990年超千元，2010年超万元，2018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055
元，是 1978 年的 192.3 倍，年均增长
7.9%。2005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8264元，2007年超万元，2018
年达到36462元，是2005年的4.4倍，年
均增长12.1%。

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今
天的大丰，是国务院批复的长三角城市
群规划中苏北唯一城市盐城的临海新
城区，也是江苏省面积最大的城市区。
是麋鹿故乡、黄海港城、上海“飞地”、革
命老区、长寿之乡，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开放包容，建成国家首批可持续发
展先进示范区、国家首批生态示范区、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回望过去，金大丰不断创
造奇迹、不断跃升；展望未来，这颗“黄
海明珠”仍将破浪前行、行稳致远。

民生福祉极大提升，经济发展更有温度

1917年，民国实业家张謇来大丰废灶兴垦植棉，实现了由盐到垦的历史跨越。灶区(烧盐)、棉区、粮区相依并存，大
丰拥有独特的经济格局。民国30年(1941年)建立台北行署，系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雏形。1942年5月，台北行署改建台
北县，是为大丰建县之始。1951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将台北县改为大丰县，隶属盐城专员公署管辖。
1983年3月，市管县新体制建立，盐城专员公署改称盐城市，大丰县隶属盐城市。1996年8月，撤县设市，改称大丰市。
2015年7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级大丰市，设立盐城市大丰区。风雨砥砺，春华秋实。70年来，大丰从封闭落后迈向开
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伟大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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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年，奋斗新时代
——大丰发展成就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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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数数””说说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大丰经济总量持续扩

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1949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仅有0.25亿元，2004年、

2008 年、2011 年、2013

年、2015年、2017年分别

突破六个百亿元大关，

2018年达 699.93亿元，

比 1949 年增加 699.68 亿

元，年均增加10亿元。

财政收入
1949

2018

107万元
851924
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1949

2018

56万元

341.5
亿元

70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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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新水源地及引水工程大丰支线成功通水盐城新水源地及引水工程大丰支线成功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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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十七个全国第十七个““公民道德宣传日公民道德宣传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向受表彰的全国道

德模范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文明委评选表彰新一届全国道德模范，这对倡导好风尚、弘扬正能量、

促进全社会向上向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全国道德模范体现了热爱祖国、奉献人民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积极进取、崇德

向善的高尚情操。要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道德模范高尚品格，引导人们向道德模范学习，争做崇高道德

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社会主义道德的阳光温

暖人间，让文明的雨露滋润社会，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杨力阁，男，2004年2月出生，大
丰高级中学高一（3）班学生。他品学
兼优、乐于助人，小学五年级时便加入
区义工联，经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曾
两次被区义工联表彰为“优秀志愿
者”。2018年11月，杨力阁在小区散
步时发现一个内有一大沓人民币的黑
色塑料袋。他沿着来回的方向寻找失
主未果，便用妈妈的手机拨打了

“110”，通过警察的帮助找到了一对
70多岁的老人，袋子里的一万多元正
是他们丢失的看病钱。老人十分感
动，非要拿出两百块钱表示感谢，被杨
力阁婉言拒绝。拾金不昧小善举，暖
心汇聚正能量。杨力阁的感人故事传
出后，得到了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的
一致好评。2019年 8月份，他荣获

“新时代江苏好少年”称号。

杨力阁：
拾金不昧扬正气的“小暖心”

首批“新时代大丰好少年”

单雨欣，女，2003年4月出生，
大丰区新丰中学高一（19）班学
生。患有白血病的她，从容乐观地
面对一切。她孝敬长辈，每逢周末
看望爷爷奶奶；妈妈因交通事故导
致骨折，她每天放学后先去医院照
料妈妈再回家写作业。她回到校
园后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认真学
习，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她热心

公益，是大丰义工联最小的志愿
者，常年参加“保卫母亲河”“补爱
行动”“爱心素食馆”等活动。2016
年情人节天气零下五六度，她和小
伙伴们在街上义卖玫瑰花，并将赚
来的 889 元钱全部转捐给大丰义
工联用于帮助弱势群体。2018年
11月，她荣获首批“新时代盐城好
少年”称号。

单雨欣：
用行动感恩生命的最美女孩

向好人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