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连云港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领导连云港人民不懈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探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辉煌成就，描绘了一幅经济总量跨

越式增长、人民生活大踏步前进、城乡面貌翻天覆地、民生

保障全面改善的壮美画卷！ 

一、百年奋斗历程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连云港人民团结一心、开拓

进取、拼搏赶超，使海属地区从落后的农业地区发展为三产

融合的新型城市，使连云港从破败不堪的苏北小城发展为美

丽文明的新港城，使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走向高水平全面小

康。回顾 100 年发展历程，总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时期。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贫穷落后的

连云港 

100 年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受帝国主义掠

夺、腐败政治和战争破坏，连云港经济发展迟缓，百业凋敝，

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到解放前夕，连云港已陷入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极

其困苦的境地。 

1927 年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连云港地区第一个党组织

——中共东海支部。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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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独立、民族解放，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进行了前仆后继，

艰苦卓绝的斗争。无数的革命先辈和仁人志士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组织开展各类进步运动，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

反动派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

谱写的一曲曲高亢激昂的生命之歌。1948 年 11 月 7 日，连

云港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探索前

行的连云港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连云港人民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

主政权，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共连云港市委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胜利完成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走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后，面对残破不堪的城市，连云港地区建立了“新

海连特别行政区”，相继开始发动群众护厂护校，恢复生产，

稳定秩序，组织救灾，大力支前，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全市开始全面实行土地改革和行政改

革，坚决果断的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自救。相继恢复了电厂、

水厂、面粉厂、油厂及磷矿、原盐等生产，港口、铁路和通

讯陆续恢复运营，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及“抗美援朝”

的考验，连云港市广大翻身做主的工人农民思想觉悟和生产

积极性普遍提高，爱国生产自救取得了显著成果。195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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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实现 GDP1.54 亿元，财政收入 0.93 亿元，工业企业个

数超过 50 家，工业总产值 0.69 亿元，粮食总产量 43.5 万

吨，原盐产量 60.7 万吨，发电量 267 万千瓦时，港口货物

吞吐量 46 万吨。 

1953 年，连云港市从山东划归江苏，在党的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指引下，连云港市全面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 156 个重点工程之一的锦

屏磷矿和新海电厂及淮北盐场扩建工程的完成，初步奠定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1976 年，在周恩来总理关于“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

示指引下，连云港市经济发展进一步改善，全市 GDP8.36 亿

元，财政收入 1.5 亿元，工业总产值 5.19 亿元，港口货物

吞吐量 303 万吨。 

（ 三 ） 改 革 开 放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时 期

（1978-2012）：崛起腾飞的连云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连云港改革开放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波澜壮阔

地全面展开，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回

顾这一发展历程，是一部主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挫折中

奋进、在困境中成长、在历练中成熟的历史。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这一期间，连云港市积极深入贯彻

 3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坚持改革”总揽全局，

在广大农村逐步推行承包和联产计酬责任制，鼓励多种经营，

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在工交企业则大力提倡挖潜、革新、改

造，连云港口建设重点也由改造老港区转向开发新港区，全

市经济工作重点已完全走向狠抓生产建设上来。1978 年，全

市实现GDP10.45亿元，财政收入1.86亿元，工业总产值8.31

亿元，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 594 万吨。 

1984 年,连云港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国家

级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当时江苏最大的食品合资企

业---中日合资三得利食品有限公司建成投产。这一阶段，

改革开放给经济发展增添了巨大的动力，连云港市面貌开始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潜在生产力得以全

面释放。1986 年，全市实现 GDP35.43 亿元，是 1978 年的

3.39 倍，年均增长 11.7%；财政收入 2.71 亿元，是 1978 年

的 1.46 倍，年均增长 4.8%；港口货物吞吐量 948 万吨，是

1978 年的 1.6 倍，年均增长 6.0%。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实现农业总产值 23.91 亿元，是 1978 年的 4.37 倍，年均增

长 11.4%。 

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全市上下解放思想，更

新观念，谋求发展的热情高涨，加之国家宏观经济的治理整

顿结束，发展环境较为宽松，使得连云港市经济发展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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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提速。1992年-1998年，全市GDP年平均增速高达12.0%;

第二、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二、三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80.5%，年均拉动 GDP 增长 9.7 个百分

点。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年至今）：高质

量发展的连云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连云

港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不断提高，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3 年，国家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连云港市成为“一带一路”

支点城市。2019 年，国务院批复连云港为自由贸易试验区，

各项政策叠加，连云港市经济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0 年，全市实现 GDP3277.07 亿元,是 2012 年的 2.02 倍,

年均增长 9.2%；人均 GDP72646 元，是 2012 年的 1.97 倍, 年

均增长 8.9%；港口货物吞吐量 25169 万吨，是 2012 年的 1.36

倍, 年均增长 3.9%。 

二、百年辉煌成就 

建党 100年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连云港人民艰苦奋斗，

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伟绩，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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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总量突飞猛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1949 年，全市 GDP 仅为 1.16 亿

元，经过 29 年发展到 1978 年首次超过 10 亿元，到 1994 年

用了 16 年突破百亿达到 110.61 亿元，又经过 16 年到 2010

年突破千亿大关达到 1201.79 亿元。2020 年，全市实现

GDP3277.07 亿元，是 1949 年的 2825.06 倍，年均增长 8.3%。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86.1 亿元，是 1949 年的 559.52 倍，

年均增长 6.5%；第二产业增加值 1372.35 亿元，是 1949 年

的 4732.23 倍，年均增长 8.8%；第三产业增加值 1518.62 亿

元，是 1949 年的 8436.79 倍，年均增长 9.5%。 

人均 GDP 突破一万美元。1949 年，全市人均 GDP 仅为

71 元，1954 年达到 136 元，1987 年首次超过 1000 元达到

1075 元，1993 年超过 2000 元后快速增加，到 2005 年突破

万元达到 10910 元。2020 年，全市人均 GDP 达到 72646 元，

是 1949 年的 1023.18 倍，年均增长 7.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1949 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为 59.5：

25.0：15.5，农业居绝对主导地位，一直到 1989 年全市产

业结构基本属于“一二三”格局（个别年份第二产业低于第

三产业）。改革开放以后，全市工业实现了快速增长，第二

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第一产业占比逐步下降。到 1999 年，

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演变为“二三一”格局。近年来，随着服

务业快速发展，到 2018 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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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全市三次产业结构逐步演变为“三二一”。2020 年，全

市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1.8：41.9：46.3。 

（二）农业生产显著提升，现代农业有力推进 

粮食生产稳定增长。1949 年，全市粮食产量仅为 27.86

万吨，人均粮食产量 168 公斤，无法满足人们的温饱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

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粮

食产量的快速增长。1984年，全市粮食总产量突破200万吨，

达到 207.33 万吨，比 1949 年净增加 179.47 万吨，是 1949

年的 7.4 倍。2008 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超过 300 万吨，达到

320.12 万吨，比 1949 年净增加 292.26 万吨，是 1949 年的

11.5 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粮食生产，明确要求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巩固提升。2020 年，全市粮食总

产量达到368.5万吨，比1949年净增加340.64万吨，是1949

年的 13 倍，创建国以来全市粮食总产量的最高纪录。 

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力推进。截至 2020 年底，全市累计

建成高标准农田 354 万亩，全覆盖涉农乡镇（街道）、行政

村数量分别达 36 个、790 个，占比分别达 49.3%、52.8%。

2020 年，新批农田建设项目 53 个，建设面积 40 万亩，年度

财政支持资金首超 7 亿元，建设面积和投资总额远超往年规

模，较上年度分别增长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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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品牌培育实现新突破。2020 年，全市继续围绕农

业供给侧改革这一主线，大力实施农产品品牌创建行动,全市

农产品品牌培育实现新突破。据统计，目前全市创建绿色食

品、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近 300 个，建成国家级出口

示范区 4 个，省级出口示范区 2 个、示范基地 16 个，省级

以上农产品出口示范区、示范基地总数全省第一。全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合格率连续 6 年保持在 98%以上。2020 年，“黄

川草莓”、“东海老淮猪”、“石桥黄桃”先后通过评审，荣获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三）工业经济快速增长，新兴产业引领发展 

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全市工业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是

全市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2020 年，全市工业总产

值 2811.25 亿元，是 1949 年的 5856 倍，年均增长 12.9%；

工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稳步上升，1949 年工业占 22.4％，

2000 年首次超过农业达到 29.7%，2020 年达到 33.8%。 

企业规模不断壮大。2020 年，全市工业企业数由 1949

年的 41 家增加到 1978 年的 400 家左右再到 2018 年的 8620

家，增长了 209 倍。近年来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型骨干企

业和集团快速崛起。2016 年，全市出台了《连云港市培强培

优企业行动计划（2016—2020 年）》，进一步推动了全市工业

转型升级，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2020 年，全市总产值过百

亿工业企业 8 家，其中恒瑞医药突破 200 亿元，镔鑫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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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天晴、新海石化超过 150 亿元，中复连众、天明机械成

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行业种类逐步健全。解放前，全市工业产品结构单一，

只有原盐以及一些手工制品，经过百年发展，全市目前已初

步建成门类较为齐全、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2020 年，全市

有 34 个工业大类，可以生产上千种产品，其中盐及盐化工、

核力发电、机械制造、医药、纯碱、食品、饮料、硅产品、

化纤、金属集装箱、塑料制品等产品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地位

和影响。2020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化学药品原药产量

1.7 万吨，平板玻璃 663 万重量箱，纯碱 116 万吨，钢材 1342

万吨，金属集装箱 497 万立方米，合成纤维单体 328 万吨，

灭火器 324 万台，热水器 28 万台，太阳能电池 77 万千瓦。 

新兴产业引领发展。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2020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

1138.11 亿元，增长 5.2%，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

水平 2.1 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为 40.2%，

较上年同期提高 2.6 个百分点。二是高新技术产业突破千亿。

2020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1105.22亿元，增长 4.8%。

其中，医药制造业实现产值 607.12 亿元，增长 2.5%；新材

料制造业实现产值 261.73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新能源制

造业实现产值 109.01 亿元，增长 39.6%，增速居高新技术行

业首位，行业发展全年保持高位增长；智能装备制造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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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 77.51 亿元。 

（四）服务业发展亮点凸显，支撑作用稳步提升 

服务业发展亮点频现。对全市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

突出。2020 年，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518.62 亿元，是

1949 年的 8436.79 倍，年均增长 9.5%，比 GDP 年均增长快

1.2 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6.3%，比 1949 年提高了

30.8 个百分点。 

综合立体交通逐步成型。百年来,全市交通运输业发展

迅速,初步构建了公路、铁路、水运、空运较为完备的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公路方面，形成了以 G15 沈海高速、G25 长

深高速、G30 连霍高速为主骨架的“两纵一横”高速公路网。

2020 年，全市公路客运量为 2922 万人，公路货运量 12322

万吨。铁路方面，铁路综合客运枢纽投入使用，连青、连盐、

连徐实现通车运营，连云港市全面进入高铁时代。2020 年，

全市铁路运货量 6345.75 万吨，铁路客运量 570.06 万人。

机场互通及连接线基本建成，连霍高速新墟互通、云台山隧

道实现通车。新辟优化市区公交线路 23 条，清洁能源公交

实现全覆盖，新增智慧停车位 2000 个。“一体两翼”组合大

港加速成型，连云港区 30 万吨级航道建成通航，通达 150

多个国家地区，成为全国主枢纽港。入选国家物流枢纽布局

承载城市。 

港口运输稳步增长。2020 年，全市实施“一带一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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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资项目 12 个，中哈基地物流量、国际班列实现大幅增

长，中亚回程运量居全国首位，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2.52

亿吨，增长 3.0%；集装箱吞吐量 480 万标箱，增长 0.5%。 

文化旅游服务水平不断提升。2020 年，全市文化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4.1%，人均接受文化场馆服务次数

9.33 次。成功获批省历史文化名城。搭建融合发展平台，线

上线下同步举办连云港之夏旅游节、丝路音乐节、戏剧节、

音乐舞蹈节和文化产品博览会等节庆活动。编印连云港文化

旅游手绘地图，全省首部旅游演艺剧《乐见西游》登陆央视

展播，推出研学游、近郊游、乡村游等 55 条特色文化旅游

线路，认定首批 10 家市级非遗旅游体验基地。 

邮电通讯快速便捷。全市邮电通信事业快速发展，先后

建成了邮电枢纽楼，龙河广场通讯楼，建设了北沿海光缆和

徐连光缆两条国家一级长途通信干线。1996年在全省率先建

成程控电话本地网，1997年结束了无电话村的历史。新亚欧

大陆桥国际信息中心1997年正式运营，开通了国际互联网站。

202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28.11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增

长30.2%。全部邮政行业业务总量67.21亿元，增长43.2%。

快递业务量2.58亿件，增长46.4%。 

金融信贷较快增长。随着全市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业迅猛发展。2020年，全市银行年末

存款余额4212.37亿元，同比增长17.5%；贷款余额42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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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22.6%。 

（五）消费品市场发展迅猛，居民消费不断升级 

消费品市场蓬勃发展。全市商业历经恢复、调整、搞活、

改革、开放，得到了全方位快速发展，多种经济体制共存，

商品流通市场活跃，消费层次全面提升，新型业态不断涌现。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消费品市场实现了四个转

变：一是从商品统购统销向市场自由流通转变。1978 年前，

全市商贸流通业实行计划经济管理，商品按计划安排生产，

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商品开始充裕，供应不断丰富，经营、

物价、用工、分配“四放开”和地区、城乡、部门“三开通”

的新局面逐步形成。二是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流通模式转变。

上世纪 90 年代初，社会投资商业的资本大幅增加，商业网

点和从业人员快速增长。特别是近十年，以家得福、苏果、

大润发、苏宁、利群、万达、吾悦等为龙头的大型现代商贸

企业发展迅速，大卖场、购物中心、电子购物、综合体等新

型业态不断涌现。网上购物、网上支付，体验个性化的购物

过程，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习惯。三是从普通商品销售向

品牌化战略经营转变。进入 21 世纪，全市商贸流通业发展

更加成熟，企业更加注重文化内涵建设，大力培育提升企业

品牌、服务品牌和商品品牌，企业集约化、集团化发展步伐

加快，商贸流通业向现代化、国际化水平迈进。四是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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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需求到追求精致生活转变。全市居民生活水平发生

了巨大变化，追求精神消费，满足更高、更好生活需求的消

费目标不断涌现。2020 年，全市实现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04.29 亿元，是 1949 年的 3464.98 倍，年均增长 8.5%。 

生活品质不断提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全市

居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由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向追求美

好生活转变。市场上各类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优质进口食品、时尚电子产品、各类新能源汽车、环保生

活琳琅满目，旅游消费市场不断兴旺。2020 年，城镇居民每

百户家庭拥有空调 162 台，彩电 142 台，移动电话 255 部，

计算机 82 台，汽车 34 辆。 

（六）固定资产投资成效卓著，高技术产业增长较快 

固定资产投资成效卓著。源源不断的固定资产投资，为

港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盛虹炼化、田湾核电、

花果山国际机场、高铁、30万吨航道、BRT快速公交等一大批

重大投资项目投入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保持高位运行。

2020 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87.77 亿元，是 1949 年

的 1.8 万倍。其中，项目投资完成 1619.56 亿元，下降 3.0%，

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368.21 亿元，增长 16.0%；工业投资完

成 1253.04 亿元，增长 3.0%；工业技改投资完成 330.11 亿

元，下降 23.3%。制造业完成投资 1108.82 亿元，增长 1.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它燃料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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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等行业投资

超百亿。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2020 年，全市高技术产业

完成投资 249.16 亿元，增长 12.6%，占全部投资 12.5%。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完成投资 226.86 亿元，增长 14.0%，增

速高出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 1.4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

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仪器

仪表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分别完成投资 123.76 亿元、

62.32 亿元、18.25 亿元、18.07 亿元。 

（七）双向开放不断深入，支点建设成效明显 

构建双向开放格局。2020 年，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

验区连云港片区建立“新政 28 条”“ 1+8”产业发展等政策

体系，形成创新实践案例 57 项，5 项案例全国首创，国家、

省改革试点任务实施率达 95%。自贸区全年新设立企业 5580

户，新增内资企业注册资本 289.13 亿元，合同外资金额 8.09

亿美元。中哈基地物流量、国际班列实现大幅增长，中亚回

程运量全国首位。获批建设国家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城市

和综合试验区，服务平台、体验中心投用，海外仓加快布局。

实施“一带一路”境外投资项目 12 个。走进上合秘书处举

办推介会，成功举办长三角城市协调会、农产品进出口对接

会、粤港澳经贸合作交流会。2020 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

92.99 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 55.06 亿美元，出口总额 3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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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成效突出。1984 年，成立了全市第一家外

商投资企业--中国江苏三得利食品有限公司，当年实际利用

外资 840 万美元，由此拉开了全市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

的序幕。经过多年发展，全市外资投资领域在制造业为主的

前提下，逐步覆盖了农业、工业、交通邮电业、商业贸易、

饮食娱乐业、房地产业等国民经济主要行业，投资产业结构

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促进了全市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近年来全市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外贸易保

持稳定增长。2020 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 8.07 亿美元，是

1984 年的 96.1 倍，年均增长 13.1%。 
（八）人民生活富足，获得感显著提升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2020年，全体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29501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237元，是1978

年的188.59倍，年均增长12.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722元，是1978年的134.51倍，年均增长12.1%。农村、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GDP增速。全年城镇居民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21403元，是1984年的42.61倍，年均增长10.7%；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885元，是1984年的29.03倍，

年均增长9.5%。 

社会保障稳步推进。2020年，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 1.82%，

低于省控线。全年转移农村劳动力 2.96 万人，开发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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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 2729 个，扶持创业 1.89 万人。新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 20.2万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市级统筹，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 98%，低保标准提高至 630 元。获评

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优秀城市。 

（九）生态环境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PM2.5 年均浓度 37 微克/立方米，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81.1%，地表水达到或好于 III 类水体

比例达到 95.5%，全面消除劣 V 类水体。扎实开展燃煤、扬

尘等大气污染综合防治，空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以创新思

维在 105 个行政村推行“生态+扶贫”秸秆综合利用。“河

长+流域长”制获国家河长办推广。完成 949 个行政村生活

污水治理。石梁河水库拆除“两违”建筑 1360 处，建成环

湖路 55 公里、生态涵养林 1500 亩，重现白沙碧水良好生态。

新增受保护自然湿地 7200 亩，修复生态湿地面积 5000 亩。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100%。开展国家环境健康风险管

理试点。连云区荣获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资源节约型社会加快建设。2020 年，全市万元 GDP 能耗

由 2005 年的 0.940 吨标准煤（2005 年价）降至 0.471 吨标

准煤（2015 年价），比 2005 年下降 47.7%，顺利完成“十一

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2020 年，全

市万元 GDP 用水量 72.35 立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 19.6%。 

（十）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幸福感持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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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百年来，全市教育实施水平得到了

大幅提升。特别是新世纪来,全市加快实施“科教兴市”战

略，着力打造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形成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

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前教育和

职后教育有效衔接的终身教育体系，教育事业实现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教育强市步伐不断加快。高等教育飞跃发展，

连云港高等教育起源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30 多年来从无

到有，取得了长足进步。淮海工学院成功创成江苏海洋大学。

教育现代化苏北领先，2020 年新改扩建中小学校 177 所，优

质幼儿园覆盖率达 92.6%，优质高中占比 94.3%。 

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人民群众

的健康素质,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百年来,全市

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逐步建立了一系列医疗、预防、

妇幼保健、中医针灸等医疗机构，形成了一个遍及城乡、布

局比较合理的医疗卫生网，医疗事业不断发展。尤其是近年

来,全市医疗卫生投入不断加大,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投入

使用，农村卫生、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重大疾病预防控制以

及卫生改革等重点工作不断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规模、服务

水平得到有效改善和提高。2020 年，全市每万常住人口疾控

人员数 0.33 人，增长 43.5%。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门诊实现

直接结算，发放电子健康卡 100 余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省定标准达标率 90%，“健康宝贝工程”受益人群达 3.5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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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0.2 万人。强化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食品检测合格率达到 99.7%。 

 

百年奋进，百年辉煌。连云港百年发展历程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走向复兴的一个生动缩影，全面

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更加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扛起“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使命担当，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奋勇

争先，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大干实干，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难

攻坚，昂首阔步踏上新征程！ 

 

 

 

撰稿人：刘辉          核稿人：谢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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