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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 影

住房保障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读数字 2008年以来，全省建成各类
保障性住房318万套，超过900万城乡住
房困难群众实现“出棚、解危、安居”。到
2018 年底，全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达 46.9 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 41.2 平方
米，基本实现住有所居目标。

观样本 全省各地逐步构建起立体
式保障网，让群众有房住、住好房。盐城
市副市长李逸浩介绍，去年当地改造棚户
区3.36万户、475.4万平方米，今年市区
还要确保完成2.5万户、力争完成3.4万
户棚改任务。无锡正构建廉租房、经济适
用房、拆迁安置房、商品房等组成的多层
次供应体系。在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引
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上，无锡“因城施
策”取得明显成效。无锡市副市长朱爱勋
引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
《2019年上半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
告》：无锡房价收入比为9.9，远低于50城
房价收入比13.6的均值，在全国50个典
型城市中排在第38位。

听解读 省住建厅党组书记顾小平介
绍，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省
委将改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作为城市建设
的重点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机制作
用下，住房资源得到高效配置，江苏率先在
全国进行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具有互助
性质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率先在全省组织开
展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情况调查，出台住房
保障行动计划；率先提出构建“系统化设计、
制度化安排、规范化建设和长效化推进”的
住房保障体系。江苏在扎实推动棚户区改
造和保障房建设上苦下功夫，持续推进老旧
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省级适老化住区建设和
省级宜居住区建设等民生工程，各地正从住
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迈进。

基础设施
从补齐短板迈向基本现代化

读数字 到 2018 年底，全省供水能
力达2949.6万立方米/日，经过深度处理
达到优质水的比例近 65%，位居全国前
列；建成投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793
座，污水处理能力达 1700 万立方米/日，
建成污水收集主干管网5.35万公里，建有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的 建 制 镇 比 例 达
99.7%；全省建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

施 88 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达
7.31万吨/日。

观样本 生态是盐城最厚实的家底，
保护好生态发展底色，离不开现代化的基
础设施建设。到今年底，盐城市区将实现
建成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目标。当地的
市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受到群众广泛
好评，在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雨污分
流改造过程中，居民成为最直接受益人。
盐城还在全省率先实现市域生活垃圾全
量焚烧发电，全市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
率名列前茅。去年，盐城全面建成新水源
地及跨区域引水工程，经京杭大运河引入
长江水，总引水规模每天115万吨，总受
益面积8936平方公里，受益人口近500万
人，有效解决了水质不稳定的问题。

听解读 市政基础设施的改善，直接
关系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记得我们小
时候，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大多依靠井水以
及零星分布的公共供水点，所以井边洗
衣、公共水龙头边洗菜淘米，是当时街头
巷尾最常见的生活场景。而如今，家家户
户的水龙头都能源源不断流出清澈、安
全、优质的自来水。这个变化的背后，是
供水事业发展带给江苏人民实实在在的
生活便利和品质提升。”顾小平说，解放初
期，江苏地区只有南京、镇江、徐州、常州、
新海连5市有城市自来水厂，城市污水、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相当薄弱。如今，全省
构建起完整的从“源头水”到“龙头水”的
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基
本实现全覆盖，位居全国前列。

此外，全省正以县为单位整建制推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前整建制试点示范
县（市、区）达46个，1.2万多个村庄建有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无锡市、苏州市等地基本
实现规划发展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全省基本实现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垃圾焚烧占比均为
全国领先。目前全省有200多个乡镇全镇
域实施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我省还加快推
进便民绿地、停车便利化等民生工程，仅
2018年，全省就新建、改扩建城市公厕
1757座，新增停车泊位超过19万个。

人居环境
从环境改善迈向气质颜值双提升

读数字 江苏先后实施村庄环境整
治行动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931”行动，
18.9万个自然村环境整治全覆盖，消除8
万多个城市环境脏乱差问题。在乡村，我

省建成 1000 个以上省级美丽宜居村庄，
带动市县共同建成1万多个美丽宜居村
庄。通过特色田园乡村 136 个试点村庄
建设，探索乡村振兴的“江苏样本”。苏北
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持续改善，近三年
将完成30万户农户改造任务，让农民群
众过上与时代同步的现代生活。

观样本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8年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无锡连续三
年获得内地宜居城市第一名。当前，无锡
的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由修整转向修复。
无锡主动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模式，导入海
绵城市、绿色生态城市建设新理念，系统
修复城市生态环境，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彰显苏南水乡城市生态
底色。太湖新城入选国家绿色生态城区，
无锡荣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并率先在全国建成生态城市群。

听解读 城里人下乡，寻觅诗和远
方，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蔡恒表示，只有拉长农村人居环境
的短板，才能让农村成为诗意栖息地。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先后开展村庄环境整
治、村庄环境提升、美丽乡村和特色田园
乡村建设等。2018年，我省按照中央决
策部署启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全力开展农村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和
生活污水治理，全省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蔡恒介
绍，目前全省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
超94%，较2005年提高近40个百分点，农
村公厕达4.2万座，传统用厕习俗和不良卫
生习惯得以破除，农村地区寄生虫病感染
率、肠道传染病发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农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还是家前屋后的环境问题。仅今年，各地
就清理农村积存垃圾约600万立方米，清
理村内河塘沟渠、排水沟25万处。村庄
绿化美化行动推动形成四季有绿、季相分
明、层次丰富的村庄绿化景观，全省村庄
绿化覆盖率达28%，累计建成绿美村庄
9438个。在不断提升村庄环境管护水平
的同时，我省还确保村庄环境长治久洁、
不反弹，注重为村庄留住“传统农家的味
道”，融入“现代农业的气息”，打造宜业、
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
的背景下，我省较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
产，构建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街区保护制度体系，保有全国最多的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3座）、名镇（31
座）和历史文化街区（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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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江苏城乡面貌的蝶变，作为我省支柱产业的建
筑产业，近年来一直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建筑产业规模、
建筑业总产值长期保持全国第一。2018年全省建筑业
产值突破3.4万亿元，特级资质企业达80家，总数位列全
国第一，建筑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5.5%，带动就业
近860万人，对农民纯收入的贡献度超过35%，“江苏铁
军”遍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省大力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和工程建设组织实施
方式改革，推动工程建造方式向精细化、信息化、绿色化、
工业化“四化”融合方向发展，推行精益建造、数字建造、
绿色建造、装配式建造四种新型建造方式。

我省率先在全国实现新建民用建筑全部按绿色建筑
标准设计建设，率先以立法形式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绿色
建筑数量、节能建筑规模、国家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
范项目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截至2018年底，全省累计节能建筑规模总量达19.5
亿平方米，占城镇建筑总量的59.4%。全省累计有2768
项绿色建筑标识项目、达2.9亿平方米，标识项目规模及
增速都保持全国领先。

装配式建筑加快发展，2018年全年确定省级建筑产
业现代化示范城市12个，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2079
万平方米，新建装配式建筑占比稳步增至15%。去年全
省还获得国家“鲁班奖”10项，“国家优质工程奖”28项，
获全国“安全之星”32项,获奖总数位于全国前列。

我省将以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深化建筑
业“放管服”改革，推进行业转型升级发展，强化工程质量
安全监管，让工程建设水平和建设品质双提升，推进我省
建筑业从规模最大向实力最强迈进，使“江苏建造”的品
牌影响力和含金量更大、更高，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
提供有力支撑。

“江苏建造”品牌影响力
不断提升

“江苏交通运输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是名副其实
的交通大省。”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金凌介绍，经过多年发
展，全省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输结构等总体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具备为全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探路的良好
基础。全省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四
个交通”建设稳步推进，随着交通综合执法改革和“信用交
通省”的全力推动，交通出行越来越便捷，推动城乡建设发
展的步伐愈来愈快，显著提升公众出行的快捷性、自由度，
形成支撑重大产业布局的交通大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走在
前列和百姓美好出行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目前，全省公路总里程15.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4711公里，实现所有县城通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面积密
度约4.4公里/百平方公里，高于德国的3.6、日本的2.1和
美国的0.8。

全省内河航道总里程和密度均居全国之首，万吨级以
上泊位数、亿吨大港数居全国第一。千吨级航道面积密度
约为2.1公里/百平方公里，高于德国的1.5和美国的0.3。

江苏铁路骨干网络加快形成，铁路营业总里程3126
公里，长三角核心区（沪宁杭）形成“一小时高铁圈”。

全省亿吨大港数、港口通过能力、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数等多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9个运输机场的布局规划全面落地，实现地面交通
90分钟车程覆盖全部县（市），密度达到每万平方公里
0.88个，居全国前列，全省通用机场已达10个。

农村公路全国领先，年底将完成90%的单车道改双
车道四升级改造任务，有6个县被评为全国“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

城市轨道交通开通里程达640公里，总里程居全国
第四。

客货运输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公交优先和城乡客运
一体化全面推进，综合客运枢纽让旅客“零距离换乘”。

目前我省已建成过江通道14座，包括苏通大桥、泰
州大桥等一批世界级桥梁工程，还有沪通、五峰山等8座
过江通道在建。

“到2035年，江苏将基本实现一日联通全球、半日通
达全国、2小时畅行全省、各设区市1.5小时抵达南京，货
物经由江苏口岸直运主要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主
要国家，基本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国际领先的交通
强省。”金凌说。

江苏多项交通指标
领先全国

悠久的文化积淀、秀美的自然山水，造就江苏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人居环境。让城市融入自然、
现代融入村庄，人民拥有美好的生活家园，是省委、省政府一贯秉持的发展理念，也是一代代江苏人孜孜
以求的发展目标。9月17日，我省举行“城乡建设高质量”专题新闻发布会。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在快速嬗变中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美好城乡建设的统筹协调，不断提升城乡建设
水平，打造宜居宜业的城乡环境，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清风拂绿柳，白水映红桃。舟行
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乡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居住水
平显著提高、市政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城乡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地域文化特色
不断彰显、建设产业转型持续加速……
江苏以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扛起时
代重任，以一幅幅优美画卷交出了城乡
建设高质量的“江苏答卷”。

城乡生产要素按照市场信号在城
乡之间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城乡差别
才有可能逐步缩小。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关键要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打破阻
断、妨碍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瓶
颈制约。近几年来，我省在推进城乡生
产要素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今后应进一步推动资源要素在城乡之
间双向流动，即农村劳动力、资本、土地
等要素向城市合理流动，城市资本、技
术、人才等要素有序下乡；促进城乡人
口双向自由迁徙，让城镇人口能够顺利

下乡，农村人口能顺利进城，让下乡的
人群能归心农村、扎根农村，让进城的
人群能落户城镇、融入城镇，逐步缩小
城乡差别。通过生产要素融合，城乡携
手并进、互利共赢，开启江苏城乡建设
高质量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统筹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是实现城
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
放以来，我省农村各项产业都获得了长
足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连续多年高
于城镇居民。但产业发展还不平衡，尤
其现代农业、服务业占比还不高。今后
应围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和供应
链优化，建立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特点的管理机制，推动城市现代科
技改造传统农业、城市的工业发展延长
乡村的农业链条、移动互联丰富和发展
农业业态，形成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以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文化旅游
等新产业、新业态为重要补充的经济形
态；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
共同繁荣的新型高质量工农城乡关系。

公共服务，是实现城乡融合高质
量发展必须加快补齐的短板。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村庄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
步伐，深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
准化。对标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
标，在肯定城乡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
也要看到，我省农村公共服务也存在
区域发展不平衡、南北梯度发展差异
明显、协调发展还不充分等问题。顺
应城乡建设融合发展趋势与规律，高
质量推进我省城乡建设，必须优先安
排农村公共服务，推进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应充分利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扩大服
务覆盖的广度和深度。针对农民养老
就业保险等历史和现实难题，加大投
入，积极推进城乡教育、医疗、社会保
障一体化。

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城乡融合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高质量推
进城乡建设融合发展，要把建立综合

交通体系作为重要支撑。经过多年发
展，我省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输
结构等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备
为全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探路的良
好基础；农村公路也取得了较大发展，
今年底前，全省 90%以上的单车道的
农村公路将改造成双车道。今后，我
们要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整
体，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不断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完善基础设
施网络，在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
设施方面实现一体化。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
作为。今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了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的战略方向，为从根本上理顺城乡关
系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继续开拓
进取、苦干实干，书写新时代江苏城乡
建设高质量融合发展新篇章。

孟亚生

书写城乡建设融合发展新篇章
——三论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徐州东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 阮 忠 万程鹏摄

南京花港·鸿福城保障房项目 赵亚玲 于 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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