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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年十一月廿九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镇江市人民政府向大会作

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提
出意见。

2017年工作总结回顾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的喜庆之年，也是本届政府履职的第一年。面
对宏观环境复杂多变、困难挑战显著增多的形
势，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
团结和依靠全市人民，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
扎实推进“两聚一高”，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较好完成了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确
定的目标任务。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00
亿元，增长 7.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84.3亿
元，同口径增长 3.3%；固定资产投资 2700亿

元，增长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70亿元，
增长10.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45350元、22700元，增长 8.6%、8.5%；完成省
下达的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

过去的一年，我们坚持“产业强市、对标苏
南”，项目建设在升温。牢牢抓住实体经济这
个根本，办理落实市人大 1号议案、市政协重
点提案，全力以赴抓项目、促转型，产业发展实
现量质齐升，完成工业应税销售3900亿元，同
比增长15%。

围绕产业强市，推进了一批重大项目。健
全重大项目挂钩联系、跟踪推进机制，加大对
重大项目支持力度，强化土地、资金、人才、服
务等保障，27个省级重大项目、180个市级重
点产业项目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亿元以上
新开工项目 324个，完成投资 417亿元。圣晖
莱薄膜太阳能、北汽新能源汽车、尼桑动力锂
电池等一批投资量大、带动力强的先进制造业
项目落户。新增上市挂牌企业 31家、股权融
资16.3亿元，发行企业债券340.5亿元。

围绕产业强市，开展了一批主题招商。成
功举行江苏发展大会“镇江行”合作恳谈会，举
办北京央（国）企恳谈会、上海创新发展恳谈
会、深圳现代服务业恳谈会等系列招商活动，
先后与江苏移动、江苏电信、江苏电力、软通动
力以及 12 家省级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全年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49个，制造业
项目利用外资占比同比提高13.7个百分点。

围绕产业强市，建成了一批创新载体。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49.3%，
荣获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市称号。举办中国
江苏·大院大所合作对接会镇江行、2017中国
镇江首届创新创业人才博览会等活动，新增国
家级孵化器4家、国家级众创空间2家、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191家，创成国家级公共实训基

地和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新增“千人
计划”、长江学者等国家级人才20人，新增“双
创计划”等省级人才61人、市“金山英才”计划
129人、本科以上人才1.69万人。

围绕产业强市，壮大了一批特色产业。扎
实推进“3+2+X”产业链，12条产业链销售占工
业销售比重达 51%。跻身“中国制造 2025”国
家级示范区，成立全省首家军民融合产业联
盟，创成国家消费品工业“三品”示范城市，新
增 4个省级高端装备制造特色示范基地、7个
省级智能车间，99 家企业进入省级“单打冠
军”储备库。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理顺
三山南山管理体制，推进恒大童世界、三山旅
游服务基地等项目，开展“美丽镇江乡村游”系
列活动；41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04
亿元，成功举办 2017长江国际音乐节和市第
三届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新增省级农业龙头
企业 10家，被授予“中国江蟹之乡”称号，“丁
庄葡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承办
2017海峡两岸（江苏）名优农产品展销会，农
业科技项目推介对接会取得圆满成功。

过去的一年，我们坚持聚焦重点、破解
难题，工作成效在提升。坚持问题导向，统
筹推进，精准发力，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
有效性。

在推进城乡建设上，加大“统筹规划、规划
统筹”力度，城市总体规划修改获国务院批准，
出台《精美镇江建设规划》，入选全国“城市双
修”“城市设计”试点城市，完成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义务教育布局等规划修编。规范土地市
场，合理安排土地供应数量和节奏，严格执行
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制度，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
市场环境，城市价值得到应有体现，房地产市
场得到有效调控。推进城建重点工程，改造危
房、空斗墙房屋2.6万平方米，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任务基本完成；连淮扬镇铁路镇江段全线无
障碍施工，电力路提升改造如期完成，丁卯桥
路快速化改造桥梁主线贯通，镇江火车站南北
一体化改造顺利实施；3家特色小镇入选省级
首批创建名单，3家风情小镇入选省级培育名
单。抢抓宁镇扬一体化发展机遇，加大对接争
取力度，9个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宁句轨道交
通签署共建协议。调整优化高校园区规划、建
设方案，镇江高专新校区交付使用。建成2个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个市级美丽宜居镇、12
个美丽宜居村，完成 97条、210公里农路提档
升级，改造农桥13座。

在深化改革开放上，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53个去产能项目全部完成，水泥、钢
铁产能分别压减 90万吨、60万吨。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e办事”审批服务平台正式运
行，“3550”改革目标全面落地，不见面审批（服
务）比例达83.5%、居全省前列；新开业各类市
场主体6.47万户。加快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农
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全面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制改革试
点扎实推进；开展“三治理一挂牌”工作，农村
产权交易、农村“三资”管理、涉农资金阳光监
管、扶贫工作阳光监管四个平台建成使用；“农
综社”试点改革经验在全省推广。推进港口管
理体制改革，参与省港口集团出资组建，成立
镇江港口发展集团。抢抓“一带一路”机遇，进
出口贸易平稳增长，13家企业入选省国际知
名品牌；与法国贝尔热拉克市和芬兰瓦萨市建
立友城关系，成功举办印度文化周、镇江与日
本仓敷市结好20周年等系列活动。

在保障改善民生上，十件民生实事全面完
成。新增城镇就业 8.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1.9%，建成全省首家创业大学。教育现代化

“双创”占比达96%，建成30所智慧校园，高考

成绩取得新突破。成为全国公立医院改革示
范市，康复联合病房、全-专联合门诊建设全
面推进，全省首家就医移动支付平台上线运
行。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成为全省首
批书香城市先进市。南徐片区社区商业“倍全
模式”深受市民欢迎。网络社会组织发展经验
获中央网信办肯定。成功举办第二届江苏航
空体育旅游季、市第十五届运动会，镇江籍运
动员在第十三届全运会上勇创佳绩，世业洲跑
步线路入选2017江苏最美跑步线路。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 2%。城乡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98%以上，城乡低保标准统一提高到每人每月
655元，新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7个、老年人
助餐点114个。61个经济薄弱村达标、3200多
户农村低收入人口脱贫。回民公墓一期建
成。江苏佛学院开班办学。“质量强市”建设、

“放心餐桌”工程、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稳步
推进。

在解决长期积存问题上，认真梳理“四集
团一中心”闲置房产，制定化解方案，盘活率达
53%。梳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两证”未办理
等问题，协调解决率达 43%。按照“有效解决
存量、坚决杜绝增量”原则，开展违法用地专项
治理，违法用地整改率达40%。加大违法建设
整治力度，拆除新生违法建设891处。理顺医
保管理体制，优化职工医保统账结构，整合城
乡居民医保，推进医保反欺诈“亮剑”行动，一
举扭转近年来医保统筹基金赤字状况。稳妥
推进韦岗铁矿依法破产、联合水泥自主清算工
作，完成职工分流安置。句容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投入使用，有效缓解“垃圾围城”矛盾。
按照依法合规要求，稳妥处理西荷花塘地块、
高铁南站出让地块、镇江新区汽配城、西口门
砂石码头整治等问题，进一步营造亲商、爱商、
安商的环境。 （下转2版）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2018年1月7日在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市长 张叶飞

本报讯 三十年光阴流转，三十年薪
火相传，三十年砥砺前行。昨天，由镇江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镇江报业传媒集
团主办，江苏沐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冠名
的书香镇江·“沐兰杯”第30届“增华阁”
阅读写作大赛颁奖典礼在镇江报业传媒
集团隆重举行。7名增华阁阅读写作大赛
金奖获得者、指导老师和150多名获奖学
生代表及家长参加了颁奖典礼。

市文广新局局长周文娟、镇江报业
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王红
卫、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京江晚
报总编张翀煜、镇江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许伟向金奖获得者和一等奖代表颁奖。

王红卫代表镇江报业传媒集团、第
30届增华阁阅读写作大赛组委会，向获
奖的同学表示祝贺，向诲人不倦的老师
们表示感谢，向支持这项赛事的社会各
界表示谢意。

王红卫在致辞中表示，“增华阁”阅
读写作大赛从1988年起第1届的700多
人逐年递增到今年第 30届 37300多人，
累计参赛学生逾80万人次，被镇江的广
大中小学生看作自己的“阅读写作节”，
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形
成了镇江特有的“增华阁现象”。《人民
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对此作了报道。
2015年起，“增华阁”阅读写作大赛被我

市全民阅读领导小组纳入“书香镇江”
建设之中，成为市全民阅读活动品牌项
目。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在全民阅读的
浓厚氛围中，历久弥新的“增华阁”正散
发格外沁人心脾的书香。

据悉，本届“增华阁”阅读写作大赛
的作品经过初评、复评、终评等多个环
节，一共评出金奖 7篇，金奖提名奖 14
篇，一等奖 716篇，二等奖 1489篇，三等
奖2257篇，优秀奖2985篇。

颁奖典礼上，金奖获得者及其指导
老师与大家共同分享了阅读和作文的
感受，市外国语学校九（6）班的季拓说：

“阅读就像一根神奇的魔杖，无论是各
种各样的绘本，抑或是天马行空编出来
的故事，书中的真善美一点点在我心里
生根发芽，用最温馨的方式，让自己有
了受益一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阅读
不仅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也丰富了想
象力，更让自己用文字将思想、感受表
达出来。感谢与书籍相遇，并将与之相
伴一生！”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晓
器”。金奖获得者罗俊杰同学的指导老
师，江滨实小孙国琴老师表示，读书让孩
子们厚实了文学底蕴，读书、积淀，方能厚
积薄发。一路坚持，一路在书海里徜徉，
才能让经典滋养孩子们的一生。 （成海）

“‘产业强市’强在何处？‘高质量发展’将是根
本要求和基本标准。今年，经信系统将组织实施

‘五大提升’工程，奋力推动‘镇江制造’加快迈向中
高端，逐渐实现高质量发展。”市委七届六次全会胜
利召开后，如何让全会精神落地生根？日前，市经
信委主任卜晓放接受记者专访时，“剧透”了今年全
市经信系统的主要工作思路。

卜晓放说，作为镇江 2018年乃至更长时
期的前进“路线图”，市委七届六次全会报告以

十九大精神为根本指引，充分体现了中央和省
的部署要求，也精准把握了镇江的发展实际。
其中，最“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关键词，是

“高质量发展”。卜晓放认为，这是我市对十九
大精神“实打实”的贯彻落实和工作部署，和去
年以来“产业强市”的战略思路一脉相承，也紧
紧抓住了镇江经济发展的破局点。

作为制造业发展的主管部门，市经信委怎
样把“高质量发展”落到自身工作中？卜晓放
透露，今年经信系统将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重
点，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组织实施“五大
提升”工程，大力推动制造业质量、效率、动力
变革，加快镇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产业提升工程。今年中国制造

2025苏南城市群试点示范将升格为国家级示
范区，市经信委将以此为契机，以重点产业链
优化培育为抓手，按照产业链—产业研究院—
产业联盟—产业基金的模式，放大两大主导产
业优势，壮大三大新兴产业规模，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推动产业实现新提升。

其次是企业提升工程。卜晓放介绍，市经
信委今年将以建立企业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机制
为重点，倒逼企业转型，强化扶优汰劣，提高企业
整体竞争能力。并将实施智能制造“三百工程”，
开展“百企攻关、千企推广”行动，组织100项关
键技术联合攻关项目，高质量提升企业创新能
力。同时引导企业做专、做精、做强、做特，培育
更多细分领域的单打冠军企业。 （下转3版）

“您尾号0578的储蓄卡账户工资收入人民
币3400元……”京口工业园区上隍村党总支书
记徐猛收到了1月份的工资短信提醒。收入报
酬增长幅度超过75%，基层干部收获满满。

而进一步打破村书记上升“天花板”、提升
整体待遇水平，正是市委书记惠建林2017年承
担的“书记项目”。实施一年来，效果显著，全市
共有10名村书记被明确为副乡级，工资水平也
大幅度提高，村书记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更高，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中央和省委都明确“把抓好党建作为最
大的政绩”，要求各级党组织书记是“第一责
任人”。但落到基层，党建工作怎样由“虚”
变“实”？镇江的做法就是大力实施基层党
建“书记项目”。去年初全市共排出 135 个

“书记项目”，一年下来，“书记项目”亮点多

多、大有可观。

党建工作项目化，
让“一把手”扛起“第一责任”

多年来，很多党员干部觉得基层党组织建
设工作比较虚，抓不出成绩，出不了效果。基
层党建面临新挑战，传统方法渴求新突破。“书
记项目”应运而生。

所谓“书记项目”，就是下至基层党组织书
记，上至市委书记，瞄准当前基层党建工作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引入项目化的方法，像排定
产业项目一样排项目，像抓实重点项目一样抓
项目，像考核经济指标一样考项目，推动书记
们带头抓、亲自抓，抓出实效。

项目能不能出成效，立项是基础。为把各

级党组织书记的党建责任落细落小落实，市委
组织部在实施书记项目时，坚持从“选题”入
手，要求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开展调查研究，
认真排查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
制度、基本阵地、基本保障等 7个方面存在的
突出问题，每人选择1个项目作为主攻目标进
行攻坚，将问题变议题，议题变课题，课题变项
目。最后，各级组织部门逐一过堂、从严把关，
最终由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确定
2017年度的“书记项目”135个，其中市委、市
委直属党（工）委书记项目 60个，镇（街道、园
区）党（工）委书记项目75个。

一大批困扰基层党建工作多年的难题
被摆上了突出位置。聚焦问题、担当责任，
成为党委（党组）书记抓好“书记项目”的“第
一招”。 （下转3版）

张叶飞市长作政府工作报告 石小刚 摄

贯彻市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

一把手访谈

“五大提升”推动“镇江制造”高质量发展
——访市经信委主任卜晓放

梁和峰 刘荷生 鲍兴

从“选题”入手，从问题抓起——

135个“书记项目”夯实“最大政绩”
邱乔森 薛松 王鹏程

“增华阁”大赛举行颁奖典礼
30年来，名城盛事已成全民阅读品牌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