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辉煌成果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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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达小康是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也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热切期盼。改革开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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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江都市实现了由温饱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目前，全市
人均 GDP 已突破 3 000 美元，绝大多数指标已经达到和超过小康
标准，所有的小康指标按照序时进度在 2009 年底前将全面达标，
正进入向更高水平小康社会迈进的新阶段。前不久，市委、市政府
发出了“抢抓新机遇、实现新跨越”的号召，动员全市上下争先进
位，融入苏南，推动经济社会新一轮跨越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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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既是基础和保证，又关系到全市上下的信心指数。可以说，建
成全面小康社会是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是江都发展史上的
一座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一、经济发展
自市委十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
展目标以来，全市上下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思想解
放，精心谋划全局，用科学的理念优化发展路径，用改革的方法激
发发展活力。突出工业强市，
坚持工业第一方略，
实施“集群、集聚、
集约”
发展，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产业集聚，着力打造特钢生产
加工、车船制造及配套件、机械电子三大千亿元产业群，全市花木、

蔬菜、
“特水特经”三大主导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加快城乡统筹建
设步伐，着力打造城市主功能区，加快改造提升城市建成区，启动
南部滨江新城建设，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全市经济高速发展。建
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开展“充分就业社区”、帮扶
“零就业家庭”等活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率 77%，充分转移就业镇达
70%。 2008 年，全市人均 GDP 实现值为 33 376 元，第二、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实 现值为 92.1%，城市 化水 平实现值 为
47.2%，城镇登记失业率实现值为 3%，达到全面小康目标。
二、
生活水平

居民收入除了工资性收入，还应包括经营性收入、资本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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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市坚持加快农业结构
入、保障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等。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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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居民收入、居民住房、居民出行、居民信息化普及程度、居
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和恩格尔系数等指标均
达到或超过了全面小康目标。
1.大力增加居民收入

调整，大力实施农业园区带动工程，加快发展农民创业园，促进高
效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特色化，不断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坚
持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培育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深入开展培训工程，促进更多的人创业、就业，不断提高城乡居民
的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坚持规范和创新农村征地制度、土地流转
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坚持创新农村经营机
制，把发展农村“三大合作”与高效农业规模化结合起来，让资源变
资本、农民变股东，
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同时，
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收
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企业职工收入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

机制，
使群众的保障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更加注重弱势
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全面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严格控减农民负
担，提高农民的政策性收入。大力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深入开展结
对帮扶、村企共建活动，加快贫困村脱贫、低收入户致富步伐，真正
实现共同富、一起富。2009 年上半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9 547 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 5 056 元，按序时进度，
2009 年底前完全可以超过 16 000 元和 8 000 元的全面小康指标。
2.大力改善居民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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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市大力实施安居工程，通过解困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实
施廉租住房保障，使大量的无房户、住房困难户改善了住房条件。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的住房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楼上楼下比比皆是，小洋楼、小别墅随处可见，再加上政府实施
的农村草危房改造工程，逐步使生活较为困难的群众住上了宽敞
明亮的瓦房。2008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实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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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平方米，农村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为 40.8 平方米，两
项指标均超过了全面小康目标。
3.大力便捷居民出行
近年来，江都市不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全面推进
城市公共交通建设，使城市交通更加便捷、完善；大力实施农村道
路通达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2 亿多元，农村公路里程达 1 000 公里，
实现了全市公路交通“村村通”，绝大多数镇还实现了组组通，且全
部实现了农村道路灰黑化、硬质化，可以自豪地说，过去那种农村
道路“雨天像膏药、晴天像牛角”情况在江都一去不复返了；大力实
施“乡间彩虹”工程，改造农村危桥，保障农民出行安全和便捷。

2008 年全市农村行政村通灰黑公路（或航道）比重为 100%，城镇人
均拥有道路面积为 15.3 平方米，两项指标均达到全面小康目标。
此外，2008 年，全市居民信息化普及程度也有大幅度提高，百
户家庭电话拥有量为 318 部，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为 47 台，均达
到全面小康目标；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
实现值为 15%，
2009 年底将达到全面小康目标；恩格尔系数实现值
为 39.5%，
达到全面小康目标。
三、
社会发展
各相关指标也都达到或超过了全面小康目标。

2.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江都市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整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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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第一，本
资源，优化教育布局。高考五项指标位居扬州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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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即用于研究和试 验发展（简称为
R＆D）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这是国际通行的反映
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江苏的指标设定值为≥1.0%。
2008 年江都市实现值为 1.36%，达到全面小康目标。

二以上上线人数首次进入全省十强。完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体
系，职教集团中心校区创成省首批三星级职业学校。13 个镇全部建
成扬州市教育现代化先进镇，被评为“江苏省师资队伍建设先进县
（市、
区）”。2008 年全市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实现值为 97.3%，达到全
面小康目标。
3.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江都市积极发展卫生事业，健全公共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医疗保障工程，全市所有的村、社区
都建起了卫生服务站，健全的市镇村三级服务网络和新型的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有效保证了居民小病不出村（社区）、大病不出镇、

重病不出市，覆盖城乡的“10 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为全市居民提
供了方便、高效的医疗保障。不断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疾
病防控能力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加强。2008 年
全市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全率实现值为 100%，达到全面小康目标。
4.社会保障覆盖率。近年来，江都市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救助
体系，全面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 100%，
创新医疗救助机制，出台了《江都市城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 75.8 万人，覆盖率 98.2%，各定点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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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即看即报”，农民花 30 元钱参加大病统筹，最高医疗费用报
销可达 60 000 元；全面推进社会保险“成建制、全覆盖”，企业养老
保险参保总人数近 10 万人，基金备付能力达到 30 个月，位居全省
前列。城乡低保受益群体不断扩大，低保标准不断提高，2008 年市
财政统筹发放五保供养金 680 万元。2008 年全市城镇劳动保障三
大保险覆盖面为 96.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覆盖面为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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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达到全面小康目标。
5.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近年来，江都市以社会安定、百姓安
居为目标，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系列平安创建活动，完善
利益协调、安全控制、应急处置三大机制，着力解决社会治安突出
问题，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积极实施法治创建“制度建设年”、
“法治惠民年”等六大工程；全面落实信访和维稳工作责任制，扎实
做好干部接访和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加大协调督办力度，努力把不
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努力将“平安江都”、
“法治江都”建设提
高到新水平。2008 年全市群 众对社会 治安的 满意 率实 现值 为
98.3%，达到全面小康目标。

6.城乡村（居）民依法自治建设。城镇社区居委会依法自治主要
集中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农村村委会
依法自治主要集中体现在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
督。2008 年全市城镇社区居委会依法自治达标率为 95.3%，农村村
委会依法自治达标率为 97.9%，均达到全面小康目标。
四、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建设主要包括绿化水平和环境质量。
近年来，全市以开展“建设生态环境，打造绿色银行”
村级造林
绿化行动为抓手，因地制宜，重点推进村庄绿化造林，实施万亩大

期、团结河接通三阳河、水利血防等重点水利工程顺利竣工；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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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化工企业达 102 家，有效地控制了污染排放；实施农村环境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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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风光带、万亩绿色通道、万亩田园风光带绿化工程，新扩绿化造
林面积 3.57 万亩。2008 年，全市城市绿化覆盖率为 40.7%，已达全
面小康目标；森林覆盖率为 17.6%，2009 年底前也将达标。
在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南水北调截污导流、沿运灌区改造三

整治工程，创建“碧水之村”活动，80%的县乡河道、85%的村庄河塘
得到整治；实施城乡垃圾集中处理工程，农村垃圾普遍实行“组保
洁、村收集、镇运转、市处理”
，集中处理率达 90%。现在的江都，天
更蓝、
水更清、空气更新鲜。2008 年全市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实现值
为 84.7 分，
达到全面小康目标。
在推进全面小康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经
济发展与关注民生、善待百姓有机结合起来，办成了许多百姓盼望
已久的大事、好事，解决了一大批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呈现
了社会安定和谐、事业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生动局面。但是

社会进步的过程是动态的、发展的，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
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有就业、收入以及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基
本保证，对生活环境、精神文化、公共服务、民主权利等也提出了更
不
高要求。我们要积极回应群众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发展不全面、
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使全面小康不仅数据全部达标，更要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真正成
为惠及百万江都人民的民心工程。
（本稿由扬州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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