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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2017那些鼓舞人心的发展亮点
2017年11月23日，首届中国县域经济高峰论坛暨《中国县

域经济报告（2017）》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论坛发布了《中国县域经
济发展报告（2017）》，启东在2017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榜
单中名列第23位。

2017年12月14日，《中国工业百强县（市）、百强区发展报
告》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年ICT深度观察大型报告会暨

白皮书发布会”上隆重发布，这是中国工业百强县（市）第三次正
式发布，也是中国工业百强区首次发布。其中，我市上榜“2017年
中国工业百强县（市）”，居24位，分别比2016年、2014年跃升14
和31个位次。

2017年，全市紧紧围绕“两聚一高”抓落实、着力深化改革强
动力，积极应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全年预计（下同）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980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1.1亿元，同口径增长8.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38亿元，增长
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5.7亿元，增长9.6%；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40640元、21620元，增长8.7%、8.8%。

全市经济发展呈现以下显著特点：观增速，经济增长的稳定
性增强，表现为农业稳中有升、工业稳中有进、服务业稳中向好、

就业稳中有增；看结构，转型优化的后劲性增强，表现为产业转型
持续推进、需求结构优化升级、投入转型步伐加快、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深入推进；见效益，质量提升的持续性增强，表现为企业效益
稳步增长、财税质量继续提升、金融支持力度加大；视创新，释放
活力的动能性增强，表现为新主体激发经济增长新活力、新服务
释放创新发展新活力、新资本积蓄产业发展新活力。

我市深入实施对接上海“参与、联动、服务”三大战略，为
南通市加快建设上海“北大门”积极发挥“门柱子”的支撑作
用。2017年，我市引进上海产业资金453亿元，接待上海游客
402万人次，沪启两地的合作更加紧密，我市对接上海持续
深化。

2017年初，市委、市政府就专门成立对接服务上海协调
委员会，大力推进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体系、平台
载体、城市功能、工作机制六大对接工程，明确对接服务

上海工作“1234”年度工作目标，制订了一张既考虑共
性、又兼具个性的百分考核“试卷”。在工作列表中纳入基
础设施、对接活动、工业项目、旅游项目、农业直销基地
建设等各方面任务。

目前，我市对接上海服务工作取得了预期成效。组建对
接服务上海智库，成立了上海启东商会，15个区镇与上海55
个片区开展合作。新增供应上海的农产品直销基地3万亩、
农产品直销点20个。

江海文化与海派文化融合互动，“文化走亲”活动蓬勃开
展。加强沪启医疗合作，医疗服务水平有效提升。全力推进北
沿江高铁前期工作，省铁路办启动工程预可、桥隧方案专题
论证工作。宁启铁路启东段、海启高速启东段、吕四港区10
万吨级进港航道二期工程推进顺利。

上海自贸区启东生物科技创新协作园、浦东祝桥启东
产业园等沪启合作共建园区加快建设。发布了《2017—
2018年启东投资环境白皮书》，“双招双引”成效显著；

成立了对接服务上海协调委员会，扎实推进六大对接工
程，在沪举办各类招商活动119场次、新签约亿元以上产
业项目139个、引进产业协作项目资金453亿元、接待上
海游客 402 万人次；实际利用外资 3.15 亿美元，增长
11%。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38亿元，增长9%，其
中工业投资353亿元，增长6%。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
目114个，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9个；新竣工亿元以
上产业项目56个。

●启东六大工程全面对接服务上海

2018年1月2日，《经济日报》盘点了2017年中国
科技创新十大里程碑事件。在启建造并下水的“造岛神
器”“天鲲号”成为十大里程碑事件之一。

2017年11月3日，由中国交建所属中交天津航道
局有限公司投资并联合设计，上海振华重工建造的
6600千瓦绞刀功率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天鲲号”成功

下水，该船系亚洲目前最大、最先进的绞吸挖泥船。
“天鲲号”装备了亚洲最强大的挖掘系统、最大功

率的输送系统和当前国际最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其泥
泵输送功率达1.7万千瓦，为世界最高功率配置，且其远
程输送能力为1.5万米，为世界之最，也被称为“造岛神
器”。

盘点2017国之重器，除了“天鲲号”值得傲娇外，还
有2月9日上午，“希望6号”在启顺利开航，远赴英国北
海服役。这是继2012年凭借“希望1号”摘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之后，启东中远海工再次扬名“中国制造”。

由中远海工建造的全球首艘深海原油中转船，可将
FPSO上的原油快速安全地转驳到常规油轮。全船采用

可变速柴油机、直流电站系统等国际海事前沿新技术，
具有低能耗、低排放等诸多优点，可显著提高燃油经济
性、有效降低排放。

由华滋海工建造的85000立方超大型乙烷、乙烯液
罐，是世界最大的C型船用液罐，用于配套全球首制的
85000m3超大型乙烷、乙烯船。

●国之重器“天鲲号”在启建造并下水

2017年度公布的“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引进计划”（简称省“双创计划”）资助人选名单中，启
东纳恩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义旺教授、启东市德
聚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斌教授、江苏嘉盟电
力设备有限公司方瑞明博士等10位创新创业人才成
功入选省“双创人才”，江苏海四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潘洪革教授团队成功入选省“双创团队”，入选数位列

南通各县（市）第一。
据了解，省“双创计划”是我省为加快创新型省份

建设，围绕优先发展产业，促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打
造高新技术产品群和企业群而实施的人才引进计划。
该计划自2007年开始启动实施，由省委组织部牵头，
科技、人社等多部门联合实施，通过专项资金扶持，吸
引海内外高端人才来我省创新创业。2017年5月，省

“双创计划”申报工作正式启动，市委组织部会同市人
社局、科技局、发改委等部门在前期项目调研的基础
上，组织力量对申报项目进行业务辅导，帮助企业
修改完善申报材料，最终有15位“双创人才”、2个

“双创团队”项目获南通市人才办推荐进入了省综合
评审和答辩环节，涉及海工装备、新材料、新医药
等产业领域。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大
力推进“东疆英才计划”“沪启人才合作”等重大人
才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市获得省

“双创人才”资助对象共有53名，省“双创团队”3
个，争取到省财政资助资金4000余万元，列南通各
县（市）第一，并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县（市）人才综合竞
争力排名前十。

●10人入选2017年省“双创人才”，入选数位列南通各县（市）第一

2017年，我市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
现代农业持续发展，完成农业总产值138亿元，新增高
标准农田19万亩，“绿皮蚕豆”“沙地山药”获评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合作镇花海小镇、启隆镇乐享有机小
镇、惠萍镇水果小镇入选江苏省首批农业特色小镇。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
增收、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作为“三农”工作的“龙

头工程”、基础工程，是事关群众利益的民生实事。近
年来，我市主动适应新常态，规范项目管理，以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围
绕“选项、规划、监管”三个重点领域，精心组织，创新
开发，成效显著。我市现有总耕地106.5 万亩，至
2016年底全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50.84万亩，高标
准农田占比达47.73%。“十三五”期间，全市规划新

建高标准农田43.7万亩，其中2017年我市目标新建
19.01万亩，涉及全市12个区镇、97个行政村，占“十
三五”规划建设面积的44%，预计至“十三五”期末，
全市高标准农田占比将突破80%。新建的高标准农
田项目区，新增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达2%以上，城乡
建设用地减挂钩指标达1%，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耕地
适度规模经营占比高于50%。

我市一手抓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手抓建成区开
发利用，显现出建成一片、开发一片、成功一片的喜
人成果，一个个以规模化、特色化及“全托管”为主体
经营模式的家庭农场、合作社纷至沓来。目前，全市
共有家庭农场726家，“全托管”服务主体191个，农
民合作社1205家，南通市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
66家。

●我市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现代农业持续发展

2017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为81.5%，
细颗粒物（PM2.5）浓度均值为35ug/m3，较去年同
期下降14.6%，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改
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务
实推进大气、水、土壤等环境综合治理，严格落实中
央及省市环保督察整改要求，持续加大环境执法力

度，着力提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信息化水平。
深入开展“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去年，完

成关闭、搬迁或转产整治任务的企业24家，关停企业
24家，我市目前化工园区内化工企业数量占全市化工
企业总数的88%，已超出南通市2020年任务指标28
个百分点。完成11家轮窑企业全部停产并拆除和南
通市下达的210台燃煤锅炉整治任务；28家禁养区

养殖场已全部关停拆除或签订关停合同，成为南通六
县市（区）中率先完成的县市；确定全市生活垃圾分类
试点，市场监督管理局、南苑中学、文峰大世界等约30
个单位，世纪家园北区、世纪家园南区、城市壹品、皇
家花园、锦绣华庭等5个小区，约9000户，确保生活
垃圾分类设施覆盖率达15%。

全面推行“河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

手，我市建立了市、镇（区）、村三级河长体系。共有县
级河长16人，镇（区）级河长209人，村级河长253
人。长江和19条一、二级河道的河（段）长由16位市
委、市政府领导分别担任，同时每条市级河道安排一
个市级部门作为联系部门，承担河道河长办职能；
三、四、五级河道由462位镇、村干部担任河长，从区
域到流域、从大江到泯沟，做到责任网络全覆盖。

●环境越来越美，空气质量达标率为81.5%

2017年9月，圆陀角滨海湿地公园设立省级湿地公
园获省林业局批复。该公园位于我市东南长江入海口北
侧，西至江韵路，南至海城路，东至滨海大道向外3公里
处，北至海港路，规划总面积1011.60公顷。圆陀角滨海
湿地公园以现有黄金海滩和西侧生态湿地为依托，打造
原生态旅游产业。根据省级湿地公园建设方案，对现有
黄金海滩和西侧生态湿地进行建设，建设道路、桥梁、驳
岸、游客服务中心等。目前，圆陀角滨海湿地公园正在进
一步优化景观环境、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游乐项目，不断

提高旅游接待能力。
2017年5月，总投资60亿元的吕四仙渔小镇荣列

首批25家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将从金融支持、项目对接、培训辅导、动态考核等方面加
强工作推进和落实，探索建设共享小镇、开放小镇新模
式。吕四仙渔小镇项目占地3.8平方公里，总投资60亿
元，主要建设项目包括：神鲜街、品牌体验馆、海洋产品
会展中心、海洋生物博物馆、水族馆乐园、国际度假渔
村、滨海民俗酒店、中国吕四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等。据

介绍，建成后的仙渔小镇特色产业年增加值达10亿元
以上，新增中高级人才100人，吸纳新增就业岗位5000
个，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

2017年11月，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公布2017
年休闲渔业品牌创建主体认定名单的通知》，我市吕四
港镇被评为“最美渔村”。近年来，吕四港镇推进休闲
渔业与产业融合发展升级，全方位发展集“游、吃、
住、娱、购”于一体的旅游体验服务；借助渔港风
情、文化古镇、休闲美食等旅游示范景区的建设，不

断在休闲渔业、体验式旅游、文化演艺等新业态方面
取得突破。启东市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启东黄金
海滩景区）被评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启东
市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位于圆陀角旅游度假区连兴
港村，公司主营业务为黄金海滩景区。黄金海滩占地
面积2700多亩，累计总投资超过2.2亿元。景区以海
滩和生态湿地风光为依托，以万亩鱼塘养殖和铁板沙
资源为基础，是一个集看海、玩海、听海、吃海于一
体的原生态旅游项目。

●圆陀角获批建设省级湿地公园

2017年3月5日，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下
发《关于同意河北省阜城县等116个县（市、区）
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
点的通知》，江苏省有5个市（区）列入第二批试
点，我市名列其中。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把创业
作为就业之源，深入开展万人创业活动，落实就业援

助惠民政策，打造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破解影响返
乡创业的政策壁垒，优化鼓励返乡创业的体制机制环
境，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创业就业格局。2016
年，我市入选全国第二批114个“结合新型城镇化开
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地区”。

为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市政府出台了《进
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和建设创业型城市意见的通

知》《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等系列
文件，定期对此项工作跟踪调查，了解掌握农民工回
乡创业的实际情况，协调解决创业中的困难和问题，
动员和鼓励各类培训机构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创业培
训和指导，营造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浓厚氛围。

此外，我市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创业政策扶持范
围，在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信息咨询

等方面提供支持；对有一定资金、技术和创业意愿
的返乡农民工，广泛开展创业意识教育，激发他们
的创业热情，引导其走上创业之路。近年来，我市
已向1200多名返乡创业者发放创业贷款8000多万
元，对近2000名返乡农民工进行了免费创业培训。
同时，还制订创业优惠政策，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给
予创业补贴、租金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

●启东被列入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国家试点

2014年 5月，我市被确立为江苏省医改先行先试县
（市），根据国家、省和南通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
立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相关要求，全面创新工作思路，整合
各类资源，协力组织推进，努力探索一条又好又快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路。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全市医改的
机制体系基本建立，医疗服务网络基本健全，三医联动改

革全面启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对医改的认可度、满意度
均有效提升，成为全国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县
（市），并获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
区”，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2017年10月20日至22日，第四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
论坛暨首届全国医联体建设大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会上传

来喜讯，我市人民医院获得“中国县域医改·样板医院”称
号。

大会期间，会议主办方发布了“县域医疗榜样力量·优
秀公立医院改革案例”系列榜单。其中有：县域医疗改革
领导力奖、县级医院百佳院长奖、县域医改“样板医院”、
县级医院影响力价值奖等14个榜单奖项。一年来，第一医

疗集团基层医院床位使用率较之前提高了30%以上，县域
内就诊率近90%，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到县
级医院目前正在逐步实现。市人民医院通过大胆的改革创
新，加快医院转型发展，医院的学专科水平在提升，医疗
服务能力在提高，医疗费用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群众医改
的获得感正在显现。

●启东综合医改获国务院表扬

2017年 10月，由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发布的
2016年江苏省道德发展状况测评指数显示，我市以82.56分的成
绩，在全省41个县市中位列第二名。这一指数得分显示，我市的道
德发展水平正逐年向优攀升。

近年来，我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创建
文明城市为龙头，持续开展“传递正能量，共建好家园”文明创建主题

活动，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培育弘扬道
德典型，深化“正能量加油站”平台建设，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入围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培育宣传关爱“好人”机制不断完善。我市通过开展“十佳道
德模范”、“桥港时代好市民”、“感动启东人物”、“启东好人”等先
进典型评选活动，挖掘了一大批道德典型，形成每月推出月度好

人、每季度推出文明家庭，每年评选出年度启东好人、年度文明家
庭的培育机制。2017年，我市5人获评“中国好人”，上榜数全省第
一。截至目前，启东已获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1人，江苏省道德
模范提名奖3人，中国好人20人（组）。

“启东市美德基金会”的建立形成了关爱帮扶道德典型的长
效机制，对评选出的各级“好人”给予奖励金，赠送人身保险。出台

了《启东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抚恤办法》，近5年，共奖励42名
先进个人、1个先进集体，发放奖金11.4万元。

全市基本形成了以市文明委和市东疆志愿者协会为总协调，
市、街道（区镇）、社区（村）三级志愿服务站和各级专业志愿服务
队为志愿服务网络的组织体系。目前，全市志愿服务网络平台记
载志愿服务活动近2.8万项，志愿者人数逾9万人。

●启东名列2017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23位

●我市入围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高标准农田建设

副省长蓝绍敏
视察我市医改工作

国之重器“天鲲号”

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

高新产业区博士创业园高新产业区博士创业园

启东创业小伙上了北京启东创业小伙上了北京““砥砺砥砺
奋进的五年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大型成就展

志愿者服务驿站志愿者服务驿站

对接服务上海对接服务上海

东滩湿地东滩湿地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站在新的路口，蓦然回首，2017已经成为过往。
回顾是一场庄严的告别。2017年，东疆大地有太多新闻成为“网红”，有太多“荣

耀”震撼心灵，有太多画面值得留念，有太多鼓励不能忘怀。
新闻是记录，更是见证。有幸，过去的365天，启东日报一直在记录；你我，一路同

行并彼此见证。一起回望——属于你我见证过的2017年，属于这座城市的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