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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宋怀兵 全媒体记
者 李祝海）中秋佳节，是与家人团圆的
日子。我市的河道网格长们仍像往常一
样，带着巡河APP，巡查自己的“网格”。
据市河长办巡河平台统计，中秋节期间，
293名网格长共巡河608人次，上报问题
498起，现场处置498起，其中制止4起提
水养殖水草直排入河、7起岸坡挖翻种
植，清理 4处岸坡固体废弃物、拆除 1处
违章建筑。

9月 13日一大早，海沟河大营镇卞
杨村网格长卞生平就出门了，他每天要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沿着村公路，巡查自
己的责任网格，一来一回需要 20分钟左
右的时间，看着网格内没有新的情况，他
的心里也就踏实了。中秋节这天，他巡

河的脚步迈得有些轻快，这是因为压在
身上的一副担子终于可以放下了。在他
的网格范围内，有一处活动板房就在海
沟河边上，影响了河段的“容颜”。今年，
在海沟河市级河长的领导下，大营镇正
在积极打造示范河道，其它地方已全部
整治到位，就剩这最后一处“钉子户”
了。作为该段的村级段河长、网格长，卞
生平先后多次登门，做户主思想工作、宣
讲河长制政策要求。中秋节这天，该户
终于同意拆除活动板房，卞生平立即组
织人员和机械拆除了这处 30多平方米
的板房。

昭阳街道五岳村网格长刘长树每天
坚持巡河，忙的时候，就利用晚上巡
查。刘长树巡查的重点是看河面清洁情

况和岸坡是否有垃圾，巡查一次来回需
要 15 分钟左右。他负责的地段是城
区，位置比较特殊，每逢过节，他感觉
比平时责任更大了，因为回来过节的人
多了，监督的眼睛也就多了，他担心垃
圾会污染河道，影响市容市貌。中秋节
当天，刘长树早早起床，来到他的“网
格”，看到沿河边有一处新倒的垃圾，
他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清理，还河岸一
个整洁的环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冬梅 张娈
鸾）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第二批“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9月份开始，
11月底基本结束。9月 16日下午，全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
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李卫国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刻
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提高政
治站位，聚焦目标任务，把握重点措施，
压紧压实责任，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各
项工作，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奋力谱写好“强富美高”新江苏的
兴化篇章。

李卫国指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
部署，正当其时、势所必需。全市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开展主题教育是深学细悟、思想
再洗礼的重要载体，是深查细照、党建
再提升的重要抓手，是深耕细作、宗旨
再强化的重要举措，是深谋细划、激情
再燃烧的重要动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统一到中央、省委和泰州市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

李卫国强调，要深刻领会、全面践
行中央、省市委决策部署，聚焦“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切实做到“五深入五确保”。一是
深入推进解放思想，确保理论学习有收
获，自觉用新思想武装头脑，用新思想
谋划思考，用新思想校准偏差，用新思
想解决问题，真正使思想观念与初心相
契合、与使命相符合、与时代相融合，
真正把学习新思想的过程变成把握规
律、用好规律的过程，变成抓住机遇、
创造新的更大机遇的过程。二是深入锤
炼坚强党性，确保思想政治受洗礼，要
把主题教育作为党性锤炼、政治淬炼的
熔炉，引导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以事业为重、以奋斗为本、以

奉献为荣，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用坚定信念、恪尽职守的实际行
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价值所在。三是深入
落实“三项机制”，确保干事创业敢担
当，强化“三项机制”精准化落地、创
造性落实，让敢担当、勇作为在全市蔚
然成风。四是深入转变工作作风，确保
为民服务解难题，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
上想问题、做决策，让党和政府的威望
越来越高，真正以党组织对群众的“有求
必应”，实现群众对党组织的“一呼百
应”。五是深入涵养政治生态，确保清正
廉洁作表率，要以此次主题教育为契机，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为民务实清
廉的政治本色，时时处处与党中央在思
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知敬
畏、存戒惧，真正做到清清白白为官、干
干净净干事、老老实实做人。

李卫国要求，把握重点措施，高质
量推进主题教育各项工作，要抓好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四 项 重 点 措 施 。 学 习 教 育 要 突 出

“深”，学习教育是主题教育的基础前
提，要聚焦主题不散光，突出实效不走
样，持续学习不松劲。调查研究要突出

“实”，按照“市委点题、群众出题、干
部选题、公开评题、共同答题”的思
路，开展“三进三促”调研活动，选题
要“切口小、视野大”，方式要“脚步
轻、脚印深”，成果要“切忌空、务求
实”。检视问题要突出“准”，让“群众
提”，给“自己找”，听“集体议”，请

“上级点”。整改落实要突出“严”，整
改落实是开展主题教育的最终目的，要
一着不让，一抓到底，一以贯之。李卫
国同时强调，这次主题教育时间紧、任
务重、要求高，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增强
责任感紧迫感，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统
筹推进、强化督促指导、强化宣传引
导，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泰州第二指导组组长徐朝铭出席会
议，他传达了有关精神并对我市开展主
题教育提出具体要求。

市委副书记葛志晖主持会议。
市领导吉天鹏、徐立华、马元连、刘

春龙、李蓓、金永忠、常冬海参加会议。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开展好主题教育
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议召开

河道网格长中秋“团聚”在巡河的路上

扎实开展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9月16日，市委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按照中
央和省委、泰州市委部署要求，结合
我市实际，对全市主题教育工作进行
部署。目标很明确，方向很明晰，措
施很具体，关键是抓好落实、取得实
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
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开
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是全党开展
主题教育的行动指南，是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之际向全党发出踏上新
征程、迎接新挑战的战略动员，是新
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这次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
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
伟大梦想共同奋斗。总要求是“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具体
目标是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
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
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重
要举措是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我们要把握好总体
要求，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目标任务、
把握重点措施、压紧压实责任，结合
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注重分级分
类指导，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注重开
门搞教育，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
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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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巨变七十载 砥砺奋进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市人民勠力

同心、攻坚克难、真抓实干，经济社会发展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我市经济综合实力持续迈上新
台阶，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稳
步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谱写出了诗画水乡巨变新篇章。
一、经济发展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1.经济总量迅速扩大。改革开放以
前，我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1978年
地区生产总值只有4.34亿元（现价）。改
革开放以后，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1987 年撤县建市时地区生产总值达
13.43 亿元。历经数十年努力，到 2003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大关
跃升至 103.29亿元，2012年跨越500亿
元台阶。2008年以来，我市面对经济下
行压力和转型升级阵痛，全力以赴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推动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近三年，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逐年突破700亿、800亿、900亿元大
关，2018年达到905.13亿元。

2.人均GDP大步提升。1978年，全
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有 315 元（现
价）。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均GDP也不
断提升。1988年突破1000元，2005年跨
过万元大关至10995元，此后十三年平
均每年增加近5000元。2008年、2010年
和2012年，人均GDP分别突破20000元、
30000元和40000元。2018年，全市实现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72422元。

3.财政实力显著增强。建国初期，
我市财政十分紧张。1949年全市财政收
入 仅 有 576.49 万 元 ，1978 年 增 加 到
3489.78万元，年均增长6.4%。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全市经济的不断发展，财政收
入也实现了快速增长。1993年财政收入
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达到1.1亿元。2004
年跨上10亿元台阶，2007年即突破20亿
元，之后连续四年每年突破一个十亿元
大关。2018 年达到 83.02 亿元，较 1949
年增长1439.1倍，年均增长11.1%。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变化趋势与财政收入
同步，由1949年的518.66万元快速增加
到2018年39.41亿元，累计增长758.8倍，
年均增长10.1%。

二、产业发展大融合，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农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建国初

期，我市农业生产分散且落后，1949年，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仅有0.3亿元（现
价），粮食产量13.54万吨，油料产量900
吨，水产品产量0.4万吨。改革开放以
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大解放了农村
生产力，促进农业经济步入发展快车
道。1998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50
亿元大关，2010年实现百亿元的跨越。
十九大以来，我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激发

农村经济发展活力。2018年实现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221.02亿元，较1949年增长
735.7倍；实现粮食产量 126.79万吨，较
1949年增长8.4倍；油料产量24307吨，
较1949年增长26倍；水产品产量30.65
万吨，较1949年增长75.1倍。

2.工业经济迅猛发展。建国初期，
我市工业化水平很低，工业经济基础十
分薄弱。1949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只有
0.11亿元（现价），1978年缓慢增长到2.69
亿元。改革开放以后，工业经济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十八大以来，我
市强力推进钢铁去产能，以生态引领工
业转型，加快形成以不锈钢、健康食品、装
备制造为代表的“3+N”现代产业体系，促
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2018年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758.26亿元，较1993年
的 23.51 亿元增长 32.3 倍；工业增加值
291.71 亿元，较 1987年的 2.93亿元增长
98.6倍。

3.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建国初
期，我市服务业发展缓慢，直至改革开放
后，服务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1978
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0.41亿元（现价），
占GDP比重仅有9.4%。1995年突破 10
亿元至 12.63 亿元，占 GDP 比重上升至
25.5% 。 2014 年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增 至
267.98亿元，占GDP比重42.9%，比重首
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成为我市经济第一
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
强。2018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440.36亿
元，较1978年增长1073倍；占GDP比重
48.7%，较 1978 年提升 39.3 个百分点。
2018年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为72%，拉动经济增长3.2个百分点。

4.产业结构日益完善。我市是全国
闻名的农业大市，改革开放前，农业一直
是我市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业和服务业
发展较为薄弱。改革开放后，三次产业
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业结构总体呈现
由“一二三”向“三一二”，再向“三二一”
的演变趋势。1978年，三次产业结构比
为72.4:18.2:9.4，一产占比是二三产业占
比之和的2.6倍。1991年一产占比首次
低于 50%，产业结构优化为 38.2:31.2:
30.6。自此之后，一产占比不断下降，近
年来稳定在14%左右；二三产业占比持
续上升，2014年已正式迈入“三二一”发
展阶段。2018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3.8:
37.5:4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7.8%、20.2%、72%。
三、内外贸易大繁荣，量质并进稳增长

1.消费品市场繁荣发展。从建国后
到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市场阶段，我
市消费品市场封闭，商品流通不畅。
1949年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0.23亿元，
之后29年以年均7.7%的增速缓慢增长
至1978年的2.04亿元。伴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发展，我市消费品市场日趋活跃，
市场规模迅速扩张。1989年跨越10亿
元大关达到10.48亿元，与1978年相比，
年均增幅达到16.1%。2011年突破百亿
元大关至100.12亿元，与1978年相比，年
均增长12.5%。2018年全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203.63 亿元，较 1949 年增长
869.2倍，年均增长10.3%。

2.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改革开放
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市进出口规模十分
有限。1994年全市进出口总额183万美
元，之后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三年后即突
破千万达到1111万美元。2005年跨越亿
美元台阶，2007年突破两亿美元，2008年
突破三亿美元，2011年突破五亿美元。
2018年实现进出口总额7.31亿美元，较
1994年增长398.3倍，年均递增28.3%。
1994年出口额为122万美元，出口占进出
口总额比重66.7%。到2018年，出口额达
到 7.04 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比重
96.3%，出口额较1994年增长576倍，年
均增长30.3%，占比上升29.6个百分点。

3.引进外资大幅增加。改革开放以
来，我市积极推进开放开发工作，以开放
促改革促发展，有效激活外商来我市投
资热情。1988年我市实际利用外资13
万美元，1992 年突增至 412.3 万美元，
2002年跨越千万美元台阶，2010年突破
亿美元。2014年受全球世界经济增速下
滑影响，我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量有所减
少。近两年实际利用外资逐渐回升，
2018年回增至11157万美元，较1988年增
长857.2倍，年均增长25.3%。
四、社会事业大发展，从百业待兴到全面
进步

1.交通事业突飞猛进。我市境内水
网纵横，是典型的水乡湿地、交通“洼
地”，曾经无舟不行，到1956年才有了第
一条公路—兴邮公路。1949年汽车数量
为零，1969年才开始拥有第一辆汽车。
改革开放后，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
市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空前大发展，早
已摆脱了以水上运输为主的单一模式，
基本形成了一个横连东西、纵贯南北、覆
盖城乡、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彻底改变了水乡交通落后闭塞的面貌。
1984年公路总里程为95公里，2002年境
内盐靖高速公路、高兴东公路顺利建成，
公路总里程迅速跃升至 1518.5 公里。
2010年全市公路总里程2523公里，跃居
泰州各县市之首。2018年达到3022公
里，较 1984 年增长 30.8 倍，年均增长
10.7%。

2.邮电通信业迅速扩张。建国初
期，我市邮电通信事业十分落后，1949年
全市邮电业务总量仅9500元，固定电话
用户只有10户。改革开放后，随着通信
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通信网络的进一
步拓展，我市邮电通信事业获得持续快
速发展。2010年固定电话用户达到33.11
万户；2018年全市邮电业务总量2.57亿
元，较 1949年增长27034倍，年均增长
15.9%；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11.3万户，较
2002年的10.56万户增长9.5倍，年均增
长15.9%。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邮电通
信水平全面提升，网信事业加快发展。
2018年宽带接入用户数达到37.9万户，
较2003年的0.54万户增长69.3倍，年均
增长32.8%。

3.教育事业勃勃生机。建国之初，
我市教育只有单一的普通中小学教育，
教学条件差、水平低下。1949年我市只
有1所中学和310所小学，教职工人数合
计556人，中学在校学生数326人，小学
在校学生数15600人。改革开放以后，
我市进一步完善城乡教育，不断提升教
学质量，全面推进我市教育事业均衡优
质发展，形成了以普通教育为主体，职业
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
育五位一体的地方教育体系。2018年全

市拥有普通中学54所，在校学生40438
人；独立小学32所，在校学生69250人；
职业中学1所，在校学生1927人；特殊教
育学校1所，在校学生191人。

4.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建国初期，
我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十分匮乏，医
疗设备极其简陋，医疗技术水平低下，广
大群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
1949年我市仅有1个卫生机构，10名卫
生人员，10张床位数。改革开放以来，全
市不断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卫
生资源，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拓展卫生服务领域，医疗卫生事业
得到了长足较好发展。2018年全市拥有
671个卫生机构，较1949年增长670倍，
年均增长9.9%。卫生人员6498人，增长
了648.8倍，年均增长9.8%。实有床位数
5466 张，增长了 272.3 倍，年均增长
8.5%。以全民健康不断促进全面小康，
为兴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健康支撑。
五、人民生活大提升，民生福祉日益增进

1.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建国初期，社
会稳定，经济发展，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为
人口高速增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
件。从1949年到1957年，全市户籍人口
净增13.74万人，1954年到1957年的人口
出生率始终保持在25‰以上，自然增长率
也均在10‰以上发展。70年代后，随着计
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人口出生率、自然增
长率出现明显下降。1991年到2018年，全
市人口呈现低速平稳增长态势，2006年人
口出生率下降到8.4‰，此后稳步小幅回
升。截止至2018年，全市户籍人口数为
155.67万人，较1949年的93.46万人增加
62.21万人，人口出生率为9.02‰。

2.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建国初期，
居民收入水平极低。1949年全市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仅18元，1959年在岗职工
年平均工资372元。改革开放以后，全
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动居民收入水平
大幅度提高。197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首次破百至110.07元，1984年在岗职
工年平均工资突破千元上升至1011元。
2018年实现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991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499元，较2006年的11133元，增长2.5
倍，年均增长11.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0066元，较2014年的14258元，
增长0.4倍，年均增长8.9%。

3.居民存款持续攀升。建国初期，
人民生活困难，资金匮乏，整体居民储蓄
水平较低，1950 年全市居民存款仅有
8000元。改革开放后，经济保持平稳增
长态势，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居民储
蓄存款也逐年上升，进入了快速增长
期。1978年迈上千万元台阶，1984年首
次突破亿元大关快速提升至1.17亿元。
进入新世纪后，居民储蓄存款连续多年
高速增长。2005年跨越百亿，2013-2018
年之间每两年即突破一个百亿元大关。
2018年居民存款590.59亿元，较1950年
增长738.24万倍，年均增长26.2%。

回首七秩风雨路，初心不改再扬
帆。新中国成立70年，是兴化披荆斩棘
的70年，是筑梦前行的70年，是锐意进
取的70年，是成绩斐然的70年。当前步
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兴
化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坚强
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改革创新、
奋发有为，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而不懈奋斗，奏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建国七十周年兴化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一

第十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新中国统计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举办的一次重要统
计活动。也是展现新中国统计70年砥砺奋进、开拓创新的精
神风貌。

坚守统计初心 践行时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