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五”期间，确保
地表水市控以上断面优Ⅲ比
例 100%，PM2.5 年均浓度和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优于全
市平均水平。到2025年，林木
覆盖率达到27%。

建设山清水秀、景色怡
人的水韵生态城，打造“最靓
丽”的城市颜值

▲到 2025 年，形成千亿
级、五百亿级、百亿级梯次产
业集群，基本建成了现代产业
体系

建设实力雄厚、特色鲜
明的高端产业城，打造“最前
沿”的产业高地

▲ 到 2025 年，文化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 7%以上，
人均接受文化场馆服务次数
达到10次，志愿者注册人数占
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5%

建设宜业宜居、向善向
上的文明品质城，打造“最亲
和”的城市气质

建设敢为人先、勇于创造
的创新活力城，打造“最高光”
的创新生态

▲到 2025 年，“小巨人”
“独角兽”“专精特新”企业总
数较“十三五”末翻一番，全社
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突破
3%，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比重突破60%

2021年主要工作

一年来，
崇川区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 铸牢对党忠诚之魂

■ 锤炼担当作为之能

■ 恪守依法行政之职

■ 营造清正廉洁之风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敢
抓敢管、善作善成，大力发扬
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
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
精神，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
重要保障。

为“再创一个辉煌的
热血崇川”而努力奋斗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 立足新阶段，找准新坐标

■ 对照新理念，明晰新路径

■ 融入新格局，展现新作为

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上来，把工作实践统一到贯彻
落实省、市和区委全会部署上
来，把崇川应该干、能够干、必须
干的事情，干好、干实、干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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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担使命 砥砺前行 再创一个辉煌的热血崇川
——图解黄卫锋区长在崇川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过去一年，崇川区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在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的坚强领导下，紧扣高质量
发展要求，团结拼搏、攻坚克
难、扎实苦干，交出了沉甸甸的
“成绩单”。

地区生产总值增幅 7%以上，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125亿元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增幅 4%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幅 8%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 2.7%以上，居民收入增长跑
赢经济增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

最卓有成效的是 经济运行实现稳增长

扎实推进“六稳”“六保”工作，489名
首席服务员下沉企业；大力发展“夜经
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预计地区生产总
值超过1480亿元；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0.5亿元，社消零总额 675亿元，总量均
居全市首位。

最令人欣慰的是 破旧片区更新成功破题

首轮实施63.9万m2更新试点，任港路
新村、虹桥医院周边地块签约率超97%。

最体现担当的是 守住了疫情防控“安全岛”

在全市首创电子健康通行证，率先建
成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成为全省唯
一“本土零疑似、零确诊病例”的主城区。

最凝心聚力的是 区划变更顺利完成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
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动区划变更。

最鼓舞士气的是 大气污染防治成效显著

全区PM2.5平均浓度提前一年达到二
级优水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预计提
升10个百分点，改善率全市第一。

2020年取得的成绩，是“十
三五”期间接续奋斗的成果。回
首五年的拼搏与积淀，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强富美高”新崇川建
设迈出了一大步。先后荣获全
国宜居宜业典范区、国家知识产
权强县工程示范区、全国和谐社
区建设示范城区等荣誉称号

■ 这五年，始终把加快发展作为
第一要务，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 这五年，始终把环境品质作为
第一名片，城市魅力显著攀升

■ 这五年，始终把民生幸福作为
第一追求，百姓福祉显著提高

■ 这五年，始终把固本强基作为
第一保障，自身建设显著加强

指导思想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省市区委
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自觉践行新发
展理念，围绕勇当全省“两争一前列”排头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抢抓国家战略机
遇，主动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扬“登高望
远、勇毅精进”的新时代崇川精神，全方位融
入苏南，全方位对接上海，全方位推进高质量
发展，朝着基本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奋力迈
进，再创一个辉煌的热血崇川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中心城区首位度大幅提升，综合实力和区域
竞争力再上新台阶。以加快建设“长三角中
心城市高质量发展首位区”为统领，奋力打造
“创新活力城、高端产业城、水韵生态城、文明
品质城、平安幸福城”。到 2025年，GDP突破
2200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150亿元，
人均GDP突破 18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突破 7万元，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
内。到 2035年，力争全区经济总量 5000亿
元，全面建成长三角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首
位区，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聚力改革创新，
点燃热血崇川的强劲引擎1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推
进“沪苏通高铁沿线科创走廊”建设，
用心书写“创新、融合、开放”三篇文
章，不断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

■ 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

■ 全方位加快跨江融合

■ 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

坚持不懈发展实体经济，进一
步厚植优势、做强特色，全力打造
长三角北翼产业高地

■ 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 全面繁荣现代服务业

■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2 聚力产业强区，
筑牢热血崇川的坚实根基

牢牢抓住重大项目建设这个牛
鼻子，着力提升发展质效，持续推动
经济发展向好走强

■ 招商引资再升温

■ 项目建设再加速

■ 园区能级再提升

3 聚力项目突破，
积蓄热血崇川的发展动能

坚持片区化、融合式、集约型
发展，全力推进新一轮城市更新
和开发建设，展现城市文明品质
新形象

■ 提升开发水平

■ 优化配套功能

■ 强化精细管理

5 聚力城市建管，
塑造热血崇川的品质空间

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精心实施为民办实事工程，努
力让民生更有温度、生活更具质感

■ 推进疫情防控常态化

■ 推进富民增收多元化

■ 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化

■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6 聚力美好生活，
彰显热血崇川的为民情怀

牢固树立“两山”理念，深化美
丽崇川建设，坚决用更高标准抓好
治理、更严尺度丈量生态，促进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融合共赢

■ 筑牢绿色屏障

■ 拓展绿色空间

■ 释放绿色效益

4 聚力绿色发展，
厚植热血崇川的生态底蕴

2020年和“十三五”回顾

“十四五”时期的目标任务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

指导思想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转型升级持续加快

◆产业发展更优。电子信息、船舶海
工产业预计年应税销售 260亿元，同比增
长 10%。完成建筑业产值 729亿元，同比
增长 8.5%，服务业应税销售超 3000亿元，
同比增长 10.5%。纳税超亿元楼宇 11幢，
数量保持全市第一。

◆创新活力更强。每万家企业法人中高
企数达126家，同比增长59.5%，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比全市第一，入选省“双创人才”9人。

◆开放水平更高。组织苏南投资促进
周、恳谈会7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11个。

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招商引资竞相发力。毕马威、特斯
拉等国际品牌强势入驻，中电光谷、大鹏激
光21个10亿元以上重特大项目顺利签约。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新开工重特大
项目 27个，投资完成率近 300%，全市第
一 。 盘 活 闲 置 用 地 4622 亩 ，完 成 率
115.6%。

◆载体能级加快提升。崇川、港闸经
济开发区全省排名分别前移 2位和 4位。
市北科技城获评全市唯一长三角共建省际
产业合作示范园。

城市品质持续提升

◆城建攻坚取得新突破。12大重点片
区开发加快推进。改造老旧小区12个，濠南
路32号、学田南苑等项目如期竣工。搬迁民
居1710户、非居257户，累计67.5万m2。新
建道路37条。

◆环境质量实现新提升。污染防治攻
坚232项任务全面完成。市控以上断面水
质优Ш比例保持 100%，获评省污水提质
增效示范区。建成二院南侧等 5处小游
园，完成 7条河道、15条道路绿化提升工
程，新增绿地423亩、林地1238亩。

◆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拆除“两违”
3189处、10.98万m2。全面完成环濠河 27
栋楼宇景观提升工程。完成174条背街后
巷交通组织优化，新增公共停车位 2856
个，施划非机动车泊位 1.3万米。“明厨亮
灶”餐饮服务单位再添 110家，成为全市

“互联网+”智慧监管典范。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

◆民生保障进一步完善。十二类 56
项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全面落实。托底购买
支出型保险，首批 2295名困难群众获赠

“全民保”。新开安置房项目11个，安置超
4500户。

◆公共服务进一步优化。小区配套幼
儿园“转普”全面完成。建成嵌入式篮球场
31片、标准足球场 1个。全区接受上门服
务居家老人比例、护理型床位占比均列全
市第一。首创的“家庭病床+延续护理”服
务模式入选省卫健委年度创新项目。区文
化艺术中心、金沧江纪念馆建成开放。

◆和谐环境进一步巩固。“邻里+”治
理模式作为制度创新案例入选《长三角基
层治理蓝皮书》，“平安前哨”工程建设试点
经验全省推广。狠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一年小灶”任务按期完成。公众安全感稳
居全市前列。

建设和谐稳定、共建共
享的平安幸福城，打造“最舒
心”的美好生活

▲ 到 2025 年，法治建设
满意度达到95%。实现劳有多
得、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
善养、住有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