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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南京干得漂亮！

南京连夺多个省内“第一”。今
年前三季度，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10267.12亿元，GDP增速连续10
个季度在8%及以上，连续７个季度
位居全省设区市首位；去年我省高
质量综合考核中，南京排名列全省
首位；去年，南京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净增1274家，增长70%，增幅和增
量居全省第一。

环顾左右，南京上升势头更
劲。日前在上海举办的首届长三角
国际论坛发布《长三角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报告》，南京活力指数紧随上
海之后，位居第二；最新发布的《全
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南京经济竞
争力分别在全球1006个城市、中国
291个城市中位居第42和第7位。

“坚定抓发展再跨越的信心，坚
定抓创新增动力的信心，坚定抓机
遇上台阶的信心！”市委务虚会上，
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用

“三个信心”展现南京实力。
信心除了源于南京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呈现的良好态势，还源于各
板块发展争先进位。江苏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测评结果显
示，江宁在“实现程度”“达标数量”
上均走在全省前列；高淳编制全国
首个区级全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
统整治保护规划，成为省级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试点区；溧
水获批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创成
全国首批、长三角唯一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九年不忘初心，
栖霞区仙林街道再次捧回全国机关
党建创新成果金奖……一个个省级
试点、全国奖项，成为南京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注脚，南京频频现身媒体
头条，频频刷爆朋友圈，一座活力之
城跃然已出。

对标找差，每季度发展擂台赛，
南京干部干事状态大变样，为南京迎
战2020赢取了重要信心。在外界眼
里多少有点“四平八稳”的南京干部
这两年像是被“打了鸡血”。在鼓楼
区，全区13个街道的书记、主任每天
8点钟上班，带领城管主任、城管科
长穿梭在属地的大街小巷，迎着晨
光“扫街”，为老城区“把脉治病”；在
建邺，兴隆街道打造全市首个24小
时政务服务中心，为民服务从8小时
延伸至“白+黑”；在全市招商擂台赛
中，从区域一把手到招商一线工作人
员，从各区到各街道，层层盯项目找
差距。激励党员干部干事为先，更多
机制在探索，江北新区近日张榜招聘
聘任制公务员，年薪60万。

推进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020年南京怎么干？张敬华向广
大党员干部发出“动员令”，“始终保
持舍我其谁的担当，始终保持充满
激情的干劲，始终保持坚韧不拔的
定力，在已有良好工作基础上，再闯
出一片新天地、实现一番新作为。”

大有可为，迎接挑战！

实现新作为，南京必须要面对
三大挑战：在全省，在体量继续增大
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是否还能延续
这两年的好势头，保住首位？看自
身，南京发展的短板，先进制造业家
底不厚如何夯实？在市内，承载经
济发展功能的各大园区如何进一步
激发活力，轻装上阵？

南京明年难轻松。今年上半
年，南京无论是增量还是增速都居
全省首位，增量在三十多年来首次
跑赢了苏州。从更大的历史维度
看，南京的经济发展压力不小。早
在 1982 年，南京 GDP 超过苏州
3500万元，当时南京的经济强于苏
州。但是在 1982 年到 1992 年这

10年期间，苏州抓住乡镇企业机
遇、开放型经济机遇，发展加速，且
越来越快。到了 1992 年，南京
GDP相当于苏州的 73%，2008 年
降到最低谷，仅为苏州的53%。南
京自 2008 年以后才逐步回升，
2018年回升至69%。

张敬华指出，没有抓住机遇，南
京一度经济逐步下滑，而目前南京
正处于上升趋势，只要认真抓发展、
抓项目，南京大有可为。

南京的大有可为，很重要的空
间在郊县。当年苏州县区“五虎”支
撑了苏州的快速崛起。而近年，南
京的江宁区和溧水区制造业发展势
头猛，有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

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紧抓实体
经济，牢牢把住先进制造业，盯稳项
目。明年南京要狠抓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力争实现当年增加500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其次，南京要继
续加大工业投资。今天的投资就是
明天的效益。南京在2017年上半
年扭转自2014年以来连续41个月
的负增长局面，这两年尤其是今年
以来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今年
1-10月工业投资增长11.1%。

南京产业还要继续聚焦，聚焦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
生物医药、软件信息五大产业地
标。从工作机制到园区分工、创新
支撑，南京正在谋划布设产业地标
发展格局。

在载体发展上，用市场机制增
强平台动力，南京将会有突破性举
措。南京提出，从明年开始，经开
区、高新区、开发区都要实现市场
化，除了主要负责人，全员市场化途
径聘用。对十五家高新园区，重点
围绕完善“1+N”管理体制，加大职
能转变、放权赋能力度，探索形成

“空间无边、管理有界”的都市型高
新园区发展模式。

园区各板块在选人用人方面，

将全面探索市场化选聘和激励机
制，充分激发各方面创新创造活
力。日前，建邺高新区面向全区公
开选聘，将逐步实行全员聘任制。

创新发展是南京“头等大事”，
南京已连续两年发文聚焦“创新名
城”建设，明年元月，南京将第三年
以一号文形式为“创新”加码，让创
新成为城市发展永恒的主题。

比学赶超，南京很拼！

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进入攻
坚期、稳定进入压力区。市委务虚
会上，各板块刀刃向内，对标找差，
聚焦区域发展中的短板软肋，理思
路，出方案。

雨花台区两大龙头企业，和深
圳南山区渊源深厚——华为起步于
南山、中兴扎根于南山。近日，雨花
台区委主要负责人带队赴南山区考
察交流，感受差距和不足：全区产业
特色鲜明，软件产业集聚度较高，但
跟深圳南山、杭州滨江等先进地区相
比，二三产比重还不尽合理，产业协
同效应还不足，企业梯队建设比较薄
弱……雨花台区委书记戴华杰说，将
牢牢专注新一轮产业变革带来的新
机遇，重点引进一批“强链”“补链”

“延链”企业，加快形成“大企业顶天
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发展格局。

栖霞区专门研究了河北保定的
“异军突起”。在保定，中关村在北
京之外设立了第一个创新中心，该
园区已经吸引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
226家知名企业和机构入驻，其中
50%来自北京，协同效应不断扩
大。栖霞区委书记黎辉表示，2020
年将启动建设“312智谷大道”，续
建英特尔未来产业指挥中心、马德
里理工大学南京创新中心、瑞声科
技全球研发中心等一批重点科技创
新项目，新增高新技术产业100家
以上，争创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

中心城区如何突围攀升？“作
为省会城市中心城区，我们的产业
高端化合集聚度还不够。”秦淮区
委书记林涛说，抓牢电信、联通物
联网总部集聚的契机，推动产业集
聚集群、链式发展，再引进一批总
部企业、龙头企业，积极创建省级
车联网先导区。“鼓楼民生事业‘软
件较硬、硬件较软’。”鼓楼区委书
记刘军说，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
见缝插针腾出空间，不断提升学
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文化站等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实施“教
育北上”战略，实现北部片区教育
事业新突破，深化“医联体”建设，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向
薄弱片区流动。

拥有紧邻主城的优越生态资
源，但面临生态红线、基本农田、城
市开发边界三线刚性约束，如何破
题资源硬约束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型
利用？浦口区委书记祁豫玮介绍，
该区要打造三个生态走廊——沿江
生态走廊里，将拆除沿岸39家船
企，建设江豚公园；沿山生态走廊
里，将用3年时间打造480公里旅
游公路网；沿河生态走廊，将实施
37公里滁河风光带提档工程。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治理能
力提升，加快建设江北新主城。”南
京市委常委、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
副书记罗群说，要坚持逐步化解民
生领域历史欠账“存量”与做大做
强高品质公共服务“增量”并重，加
快引进一批优质教育、医疗、文体
资源，确保“两馆一中心”等民生项
目早日投入使用，持续推进棚户区
改造、保障房建设，切实提高群众
满意度。

2020，再攀新高！

2019年的南京，“高光时刻”应
接不暇：入群自贸区、承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任务、国家级南京农高

区获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机
遇叠加，提前起笔南京2020年的
奋斗篇章。

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
实施方案于近日落地，承载主要建
设任务的江北新区，锚定制度创新，
明年将在三个方向重点突围：突出
首创性创新、对标国际一流准则、强
化系统集成创新。

“办理速度太快了！非常幸运
成为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内首个试
点项目。”南京卓发置业有限公司的
办事人感慨。近日，南京市水务局
印发《关于南京江北新区中央商务
区区域水土保持评估的批复》，江北
新区中央商务区成为全省首个实施
区域水土保持评估改革的园区。南
京卓发置业有限公司的项目有幸成
为首批受惠于改革的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简化成为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表，当场拿到批文。

挂牌百余日，这片备受瞩目的
热土没有让人失望。省商务厅上报
的6个全国可复制可推广案例中，南
京片区独占3个；江北新区累计新增
企业3000多家，累计新增注册资本
350亿元；前三季度，江北新区集成
电路、基因及生命健康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6%、65%。

南京片区实施方案中提到，将
以基因和免疫细胞治疗作为突破口，
探索建立快速审查通道等内容。方
案发布两天后，细胞制备与细胞资源
库质量体系建设项目在江北新区启
动，项目将由江北新区的细胞治疗产
业基地南京细胞谷，与美国知名生物
医药企业合作推进。制度创新与产
业推进几乎齐头并进，这是南京自贸
片区建设该有的姿态。

主城之南，位于南京郊区的溧
水，干事创业的热情同样饱满。“务
必要把干事的阵阵热情固化为长效
机制。”这是溧水区主要领导在当地
务虚会上提出的要求。按照计划，
明年将有24场以上有影响力的农
业特色会展在溧水举办。

145.86平方公里的白马镇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获批建设国家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属全国首批、长
三角地区唯一。溧水提出，明年要做
好姓“农”、姓“科”、姓“高”三篇文
章。鼓励园区企业先行先试，加快推
进南农大作物表型组、中粮基金、中
饮巴比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大国内外
农业龙头企业、涉农科研机构等引进
力度，加强科技交流合作，打造全国
顶尖的农业科技特区、农业硅谷。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出台，南京要承担5大方
面32项重点任务。特大城市南京
站上新起点后，迅速排出重点任务、
重要平台和重要改革共计70项任
务，并有多项任务已落地推进。例
如，宁滁两市已签订合作协议，列好

“融合发展”任务表，选择顶山—汊
河、浦口—南谯毗邻区域作为一体
化先行启动区，打造长三角和都市
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12月21日，南京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官微发布紫东地区核心区城市
设计方案，7家入围单位设计方案逐
一被列出。文章一出，这个原本专
业性较强的公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关注，当天阅读量近3万，文下留言
也有几十条。大家在关注什么？关
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大格局下的南
京实践。

格局更开阔，机遇正更为迅速、
高效地转化为这座城市发展的优
势。“再闯出一片新天地、实现一番
新作为”，迎接2020丰收年，南京已
在挥汗耕种。

本报记者 盛文虎 仇惠栋
见习记者 许雯斐

20192019 ，，怎么看怎么看？？
20202020 ，，怎么干怎么干？？

几乎是一路奔跑，2019年所剩的
天数已屈指可数。

岁末年终，一场场务虚会，从市委
而至区级板块渐次召开。找短板、划
重点、理思路，总结今年谋定来年——
务虚会，何尝不是另一种奔跑？

务虚会场，虚中见实。我们看到，
一串串闪亮的数字，一幅幅真实的画
面，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都记录下创新
名城这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深知，
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经济下行的压
力持续增加，区域竞争进一步升级，直
面风险和挑战，南京没有选择，必须树
立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意识。我
们更感受到真真切切的压力——国家
的战略、时代的使命、人民的期盼在这
座城市叠加。南京只有发展，并且是
高质量的发展，才能不断向前，跑出

“南京速度”。
务虚为名，以虚促实。我们清楚

看到，从市委到区委，从部门到板块，
锚定“创新名城、美丽古都”的发展愿
景对标找差，拿着“显微镜”寻找自身
的短板和差距，带着“放大镜”审视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举起“望远
镜”放眼全国乃至全球坐标系谋划定
位和发展。我们欣喜发现，务虚会不
是“空对空”，而是“头脑风暴”。每一
个板块、部门都直面瓶颈，精准聚焦，
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施工图”和“进度
表”，以期破题、解题、答题。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务虚
会上坚定信心、凝聚共识、举旗定向，
正在全市范围激发更加火热的干劲。
时至2019年收官，从主要领导到基层
一线，招商的招商，出访的出访，创新
活动一场接着一场。冬日的南京城热
火朝天，处处涌动着强烈的紧迫感。

才出会场，就是战场！
时光倒回至年初，“开局即决战，

起跑即冲刺”的宣言犹在耳畔。打好
收官战，力拼开门红，2020 年的南京
更值得期待。

才出会场
就上战场

盛文虎

连日来，从市到区到各园区，一场场务虚会掀起一场场头脑风暴，“信心”和“能力”成为

南京年底盘点关键词。

近日，习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署名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

局》，文中提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杭州、南京、武汉、郑

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较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这是对南京的

基本评价。连续十个季度增速８%及以上，各种排名进位，稳中优进，2019，南京亮点纷呈。

展望2020，南京使命更巨。2020年是一个要“交账”的年份，三大攻坚战、“十三五”收

官、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一个“百年梦想”冲刺，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2020，南京挑战加剧。

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南京号”鸣响汽笛，全速驶向2020。

埃斯顿机器人

一杯“下午茶”

喝出“家温暖”
▶NJ04版 ▏关注

▶NJ03版 ▏特别报道

▶NJ02版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