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化日报》
数字报手机版

点靓兴化
APP客户端

兴化新闻微信

中共兴化市委 兴化市人民政府 主办 兴化市新闻信息中心 承办 兴化新闻网：http://www.xinghuanews.net/ 新闻热线：0523-80259339 投稿信箱：xh.xwzx@163.com

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建设生态经济示范区

中共兴化市委 兴化市人民政府 主办 兴化市新闻信息中心 承办 兴化新闻网：http://www.xinghuanews.net/ 新闻热线：0523-80259339 投稿信箱：xh.xwzx@163.com

2019年4月25日 星期四
农历己亥年三月二十一 第7669期 今日8版

编辑/张巍巍 校对/马琪琳 组版/施 佳

确立领跑思维 提升专业素养 改进工作作风
领导干部读书班开班，李卫国要求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 莲）为组织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进一步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燃烧激情、争先进位，4
月 24日上午，市委举办的“致力发展质量 打
造‘四大生态’”领导干部读书班开班。市委
书记李卫国在开班动员讲话时要求，确立领
跑思维，提升专业素养，改进工作作风，为新
一轮发展提供最坚强的领导力量和组织保
障。

据了解，本次领导干部读书班时间三天，
邀请省级机关、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和有关高
校的专家学者，聚焦金融风险以及防范，坚定
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决战脱贫攻坚、冲刺全面
小康，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文明的最基本条件，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海营商环境实
践等6个方面分别作专题讲座。

李卫国在开班动员讲话时指出，致力高
质量发展，首先要解放思想、确立领跑思维。
走老路到不了新地方，举办学习班，邀请各位
专家学者前来授课，就是希望大家能进一步
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启迪思维，用好改革创
新这把金钥匙，创造性地谋好工作、抓好落
实、走好新路，用创新突破带动发展突围。激
情成就梦想、奋斗点亮未来，要消除洼地心

态、确立领跑思维，坚定不移争当生态经济排
头兵，在人人奋发、人人进取、人人尽责中奏
响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要以“我将无我、不
负人民”的精神境界和担当意识，始终站稳人
民立场，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情，对老
百姓关心关注热点难点问题，要尽快拿出实
实在在的解决办法，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李卫国强调，致力高质量发展，关键要增
强本领、提升专业素养。要坚持把旗帜鲜明

讲政治摆在第一位置，把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确保中央、
省市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把运用哲
学思维作为第一本领，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
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迅
速行动、主动作为，以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
成绩。要坚持把争做学习型干部、倡导研究
型工作当成第一任务，研究更多的创新性思
路、抓手性事项、突破性举措，使自己成为真

正的行家里手。
李卫国指出，致力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改

进作风、苦干实干快干。在重落实、真落实
上，做到早抓、紧抓、细抓，针对弱项指标和需
要补齐的短板，及早制定下一步具体举措，以

“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能见底、出成
效。在强担当、真担当上，要有“迎难而上、攻
坚克难”的勇气，有“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
有我”的胸襟，有“荣誉面前不争功、失误面前
不推过”的气度。在讲团结、真团结上，要时
刻以大局为重，自觉服从、落实上级安排，有

“识人之明”“容人之量”和“助人之德”，激发
各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他同时希
望大家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集中精力学习，
严守学习纪律，边学习、边思考，学思践悟、知
行合一，真正把学习成果体现到增强工作本
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工作实效上，带头营
造勤学习、善思考、重研究、抓落实的浓厚氛
围，为高质量建设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打
造“四大生态”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开班动员会后，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院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月书从金
融风险的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
我国金融风险主要表现、重大金融风险的防
范等方面，作了题为《金融风险以及防范》的
首堂讲座。

市委副书记葛志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徐立华分别主持开班式和首堂讲座。

市四套班子全体负责人、各乡镇（街道、
开发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市级机关部门主要
负责人参加读书班。

本报讯 一季度，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1.88亿美元，完成泰州下达目标任务 6.8亿美
元的 27.6%，同比增长 13.37%。其中，外贸出

口1.83亿美元，同比增长14.85%，全市外贸实
现了“开门红”。两大主导产业不锈钢制品和
脱水蔬菜出口同步增长，推动全市外贸稳定

增长。其中，不锈钢制品出口1.07亿美元，同
比增长 37.8%；脱水蔬菜出口 3126万美元，同
比增长10%。 （商务局）

一季度全市外贸增速喜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娈鸾 马琪琳）
4月24日，我市召开“壮丽70年·奋斗新时
代”调研采访座谈会，《新华日报》、省广播
电台、江苏卫视、中江网、《现代快报》《泰
州日报》、泰州广电台等多家省、泰州市媒
体记者参加座谈会。

据了解，此次部分省、泰州市媒体来兴
开展“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蹲点调研采
访活动，时间从4月23日至30日，将围绕我
市打造“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主题，重
点调研采访我市在特色田园乡村、生态农

业、生态旅游、企业转型升级、推行河长制
和退圩还湖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充分展示我
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会上，新华日报社泰州记者站站长顾介
铸介绍了此次调研采访活动的目的要求。省
社科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王树华介绍了社科调研工作要求。市发改
委、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围
绕采访主题分别发言。

市委书记李卫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大
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

从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先行先试探索新路
径，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用心用情打造样
板地，燃烧激情、争先进位，高质高效争当
排头兵等三个方面介绍了我市高质量建设里
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的相关情况。李卫国希
望广大新闻媒体和记者朋友关心兴化、支持
兴化，常来兴化、了解兴化，把镜头对准兴
化、用笔触描写兴化，传播兴化好声音、讲
好兴化好故事。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春龙主持座谈
会。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蹲点调研采访活动走进兴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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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应对复

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主动对标高质量发展要

求，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入推进里下河生态

经济示范区建设，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一、综合
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905.13亿元，增长4.5%

（可比价，下同），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24.85亿
元，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339.92亿元，增长
2.3%；第三产业增加值440.36亿元，增长6.9%；按
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72422元。实现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9.41亿元，增长9.3%。

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
13.8：37.5：48.7，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比上年提升
0.6个百分点。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是：发展不充
分、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不锈钢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还需
切实加快；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任重道远；教
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工作还存在诸多短板；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任务艰巨。

二、农林牧渔业
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全年完成第一产业增加值

124.85亿元，增长2.9%。实现农林牧渔总产值221.02
亿元，增长 2.9%。粮食总产量 126.79 万吨，下降
1.7%。棉花、油料产量一增一减，其中棉花产量314
吨，下降62.5%，油料产量2.43万吨，增长18.9%。

农林牧渔业生产态势良好。生猪出栏55.44万
头，下降1.3%，家禽出栏881.5万只。水产品总产量
30.65万吨，增长0.35%，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一村
一品”，新增省级示范村9个、高效设施农业面积3.2
万亩。开展粮食绿色高质高效创建，建成3个省级

“味稻小镇”，全市优质稻米种植率达89.6%。推广
水产生态养殖，淡水产品总量继续位居全省首位。
新型经营主体稳步壮大，新增家庭农场389家，发
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4.9万亩，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比
重达47%。

全市多种经营产品产量如下：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18 年，全市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339.92 亿

元，增长2.3%。其中，工业增加值291.71亿元，增
长2.4%；建筑业增加值48.25亿元，增长1.2%。

工业经济夯实基础。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758.26亿元，下降5.7%，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利
润34.27亿元，下降12.3%。

2018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三大主导产业完成产
值601.97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不锈钢制品
产业完成产值320.02亿元，下降9.7%；装备制造产
业完成产值142.83亿元，增长8.8%；健康食品产业
完成产值139.12亿元，下降0.2%。

建筑业平稳发展。2018年建筑业从业人员16.9
万人，比上年增加1.4万人，施工面积4803.3万平方
米，增长 15.9%，建筑业总产值 472.1 亿元，增长
12.7%。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建设
投资总量略有萎缩。全年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共完成293.78亿元，下降5.1%，其中，项目投资
261.66 亿元，下降 6.7%，房地产开发投资 32.12 亿
元，增长9.7%。完成第一产业投资1.04亿元，增长
190.4%；完成第二产业投资 193.03 亿元，下降
16.3%；完成第三产业投资99.71亿元，增长26.9%。

特味浓食品、亚盛高速线材等重大项目竣工投
产。

城乡面貌持续改观。2018年，全市围绕建设
“全省大公园、人文梦水乡”，扎实推进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完成中和路南官河大桥、兴姜河东路、丰
收路拓宽、长安路大桥桥面黑色化改造等重点工
作，建成文昌路地下人防、原城南小学等停车场，
新增停车位300个。推进城乡污水管网建设，新增
主支管网30公里。优化城市绿地布局，完成城市外
环线58公里绿道、花海工程。

五、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消费市场保持稳定。2018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203.63亿元，增长6.4%。按行业分，批
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175.84亿元，增长6.5%；住
宿餐饮业27.79亿元，增长6.0%。按所在地分，城镇
零售额186.53亿元，增长5.7%，乡村零售额17.1亿
元，增长14.4%。

对外贸易保持稳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全年
实际利用外资1.12亿美元，增长36.9%；全年进出口
总额7.31亿美元，增长 14.9%，其中出口7.04亿美
元，增长17.5%。

六、交通电力和邮电业
客货运有增有减，基础设施继续推进。全年完

成客运量1136万人，下降8.0%；客运周转量81900
万人公里，下降 7.9%；货运量 5755 万吨，增长
2.0%；货运周转量1398426万吨公里，增长12.7%；
年末公路里程3022公里，增长0.7%，其中等级公路
3021公里，增长0.9%。

阜兴泰高速兴化至建湖段、宁盐高速、兴东高
速、盐靖高速同步开展前期工作，盐泰锡常宜铁
路、通用机场项目扎实推进，351省道至徐马荒连接
线建成通车，基本建成长安北路北段主体工程，加
快建设229省道兴化段改扩建、351省道三期、通扬
线航道整治工程。新改建农村公路330公里、桥梁
451座，全市613个行政村双车道四级公路实现全覆
盖。

2018 年，全市供电量 67.48 亿千瓦时，下降
5.5%；用电量58.98亿千瓦时，下降7.0%，其中工业
用电量51.65亿千瓦时，下降9.2%。用电量分行业来
看，第一产业1.58亿千瓦时，增长13.3%，第二产业
52.01 亿千瓦时，下降 9.2%，第三产业 5.4 亿千瓦
时，增长13.7%；城乡居民分类来看，城镇居民用电
2.22亿千瓦时，增长11.1%，乡村居民用电6.28亿千
瓦时，增长4.6%。

邮政电信业较快增长。2018年，完成邮政业务
总量25683万元，增长35.4%，邮电业务收入98593
万元，增长7.9%；全市移动电话用户数111.3万户,宽
带接入用户37.9万户,增长11.5%。

七、财政和金融业
财政收入稳步增长。2018年，全年共完成财政

收入83.02亿元，增长19.9%，其中，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39.41亿元，增长9.3%，基金收入 18.48亿元，
增长 67.8%，上划中央级收入 25.13 亿元，增长
13.3%。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32.24亿元，
增长 10.1%，税收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重为
81.8%；财政支出123.73万元，增长16.4%。

居民存款继续扩大，工业贷款支持力度偏弱。
2018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872.79亿元，增
长7.0%,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0.59亿元，增长
11.9%。贷款余额547.52亿元，增长10.6%,其中工业
贷款97.82亿元，与上年持平。

八、科学技术和教育
科技创新彰显活力。2018年，全市规上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达182.22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

24.03%。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1家、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78家、省高新技术后备企业36家。兴
达钢帘线、威鹰机械等5家企业获省科学技术奖。
开展“五百”产学研对接活动，新建产学研联合体
15家、校企联盟26家，扬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江苏大学无人农业系统研究院挂牌运营。星火特钢
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认定，伽
力森主食、江电电力等5家企业通过省级试点认
定。安井食品、新华合金被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新宏大获评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2018专利授
权1807件，发明专利申请735件，发明专利授权156
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6.73件。全年新增注册商
标683件，新申报驰名商标1件、知名商标12件、江
苏名牌产品5个、江苏省质量奖企业1家。

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2018年，开工建设新
区高中，建成景范学校文峰校区，新建4所公办幼
儿园，新增1000个公办园学位。全市拥有普通中学
54所，在校学生40438人，专任教师4175人；独立
小学32所，在校学生69250人，专任教师4055人；
职业中学1所，在校学生1927人，专任教师168人，
特殊教育学校1所，在校学生191人，专任教师34
人。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体育事业稳步发展。全面启动新一轮省级

文明城市创建。扎实推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
举办首届施耐庵文学节，评选第三届施耐庵文学
奖，建成兴化籍作家作品馆，两件文艺作品获省五
星工程奖。举办第十届全国国际象棋锦标赛（个人
甲组）、第九届全国国际象棋少年精英赛等系列赛
事。

卫生事业稳步推进。着力改善基层医疗服务条
件，新改扩建村卫生室108家。全市拥有卫生医疗
机构671个，病床5466张，卫生技术人员6498人。

十、人口和人民生活
人口总量保持稳定。2018年，全市总户数50.66

万户（公安人口年报数据，下同），户籍人口155.67
万人，户均人口3.07人。在总人口中男性81.69万
人，女性73.98万人，2018年当年出生14053人，死
亡12660人，人口出生率9.02‰，死亡率8.13‰，人
口自然增长率0.89‰。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2018年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9991元，增长8.8%，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9499元，增长8.3%；全市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0066元，增长8.7%。城乡居民收
入比由上年的1.98：1缩小到1.97：1。

生态建设取得实效。坚决向环境污染宣战，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PM2.5
平均浓度42微克/立方米，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70%，地表水优III比例100%，生态环境状况指
数70.37，继续位居全省前列。大力开展“263”和9
项环境污染治理专项行动，6家保留化工企业完成
转型升级，43家关闭化工企业实现“两断三清”，
190家“散乱污”企业取缔关停。全面完成畜禽养殖
污染治理，禁养区内3622个养殖场全部关闭拆除，
限（适）养区内1067个规模养殖场实现达标治理，
畜禽粪污收集处理体系逐步建立。垃圾分类取得实
效，新增垃圾分类小区93个、单位158家，公共区
域分类设施全覆盖。开展生态创建，新建成6个省
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街道）、4个示范村。实
施湖荡生态修复，启动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建设，
得胜湖、蜈蚣湖退圩还湖方案获得批复，平旺湖、
洋汊荡、陈堡草荡进入还湖施工阶段。

注：1、公报中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

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2、公报中的各项统计数据，均为快报数，最终

定案数据以统计年鉴为准。

名 称 2018年 比上年±%
生猪饲养量 52.86万头 -5.9
出售、自宰量 52.86万头 -5.9
生猪存栏量 40.08万头 -0.6
家禽饲养量 881.5万只 -7.8
家禽存栏量 738.74万只 -0.2
禽蛋产量 4.8万吨 -0.3
羊年饲养量 3.24万只 1.3
羊出栏量 4.38万只 -8.6
水产品总产量 30.65万吨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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