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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發之地，東部經
濟大省江蘇在率先實現小康和現代化的進程
中扮演了探路者的光榮角色。按照中央的要
求，江蘇要在全國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

對此，中共江蘇省委明確提出，到2015
年全省以縣為單位達到省定全面小康指標，
全面建成體現中共十七大要求、惠及全省人
民的更高水平小康社會，蘇南等有條件的地
方在鞏固全面小康成果基礎上率先基本實現
現代化；再經過五年的努力，到 2020 年全
省基本實現現代化，總體上達到中等發達國
家水平。

小康與現代化，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未竟
的夢想，正在江蘇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由抽
象變成具體，由夢想化為現實。

當仁不讓探路 「兩個率先」
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 「改革開放的

總設計師」鄧小平就以蘇南地區為例，提出
了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 「三步走」的
戰略構想；進入 21 世紀後，中共中央兩任
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提出，希望江蘇率
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
（即 「兩個率先」）。今年3月，胡錦濤總
書記在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江蘇代
表團審議時，再次寄望江蘇充分發揮比較優
勢和先導作用，全面深入實施 「十二五」規
劃，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基本實現
現代化新征程。

實際上，在過去 10 年裡，江蘇已在
「兩個率先」方面進行了大量探索，並取得

了巨大成就。早在 2003 年，江蘇就提出了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共有經濟

發展、生活水平、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等四
大類 18 項 25 個指標，包括城鎮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百戶家庭
電腦擁有量、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等方方
面面。到 2010 年底，江蘇總體上已經達到
省定全面小康指標。到 2011 年底，全省 13
個省轄市中，已有9個達到省定全面小康指
標。

在小康社會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基礎
上，敢為人先的江蘇又吹響了率先基本實現

現代化的號角。去年 11 月召開的江蘇省第
十二次黨代會確立了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
社會、開啟基本實現現代化新征程的目標任
務，並對今後一段時期的發展作出全面部
署。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指出，率先基
本實現現代化，是中央對江蘇的要求和全省
人民的期盼，也是江蘇發展進入新階段的內
在要求，更是江蘇搶抓機遇再創黃金發展期
的戰略選擇。 「可以說，江蘇 『兩個率先』
已進入承前啟後的關鍵階段，在全面建成更
高水平小康社會基礎上，開啟基本實現現代
化新征程，條件已經具備，時機更加成
熟。」

江蘇的底氣首先來自於雄厚的經濟基
礎。作為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之一，江
蘇經濟已經連續 20 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去
年全省地區生產總值超過 4.8 萬億元人民
幣，即使按照國家排名，也已進入全球 20
強；人均 GDP 突破 9500 美元，達到中等偏
上收入國家和地區水平，這是內地其他大多
數地區都望塵莫及的。

從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一個國家
的現代化，往往都是從一個或幾個最具條件
的區域率先發端、率先實現，進而向其他區
域擴展演進。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區域發展不
平衡的國家來說，更是只能經由少數先發地
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為其他區域積累經
驗和作出示範。而發展水平領先全國的江
蘇，當仁不讓地承擔起這樣一個光榮的使
命。

國家統計局總統計師鮮祖德認為，實現
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中央制定了
「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就是要在本世紀中

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從全國來看，目標是到
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進而向現代化邁進。
但在包括江蘇在內的一些發達地區，實際上
已經具備了邁向現代化的基礎和條件，也在
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靠近。在這種情況下，
江蘇有責任、也有義務在全國率先基本實現
現代化。

2020年達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在此背景下，今年1月，江蘇正式對外

發布了全國首個 「基本實現現代化指標體
系」。與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相
比， 「江蘇基本實現現代化指標體系」仍然
延續了 4 個大類，但是指標從 18 項 25 個指
標擴展到了 30 項 44 個指標，其中國際通用
指標16項，國內可比指標8項，創設的綜合
性指標6項。30項指標以外，另設一項評判
指標。

自2000多年前《禮記》提
出小康社會的構想以來，小康
成為中華民族歷代傳承的夢
想；而自150年前洋務運動開
啟中國現代化進程以來，現代
化又成為這個東方大國孜孜以
求的目標。

文／賀鵬飛

在 「江蘇基本實現現代化指標體系」目
標值的確定上，體現以人均 GDP 處於世界
21 至 45 位的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主要參
照系，以其當時主要發展指標的平均水平作
為江蘇 2020 年應該達到的臨界值。部分創
設指標根據江蘇發展趨勢推測到 2020 年的
預測值，作為要求達到的期望值。

羅志軍說，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相比，
基本實現現代化要求更全面、內涵更豐富。
江蘇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內涵主要體現為
「四個顯著提升」：

一是綜合實力顯著提升，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達到 10 萬元以上，基本形成以高新技
術產業為主導、服務經濟為主體、先進製造
業為支撐、現代農業為基礎的現代產業體
系，服務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達到 53%以
上，高新技術產業產值佔規模以上工業比重
達到 45%以上，全社會研發投入佔 GDP 比
重達到2.8%。

二是人民生活質量顯著提升，城鎮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 5.5 萬元，農民人均純
收入達到 2.3 萬元，人均預期壽命超過 78
歲，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2.2
年。

三是發展協調性可持續性顯著提升，城
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和現代城鄉形態基本形

成，城市化水平達到68%，三大區域協調互
動發展格局更加優化，發展差距逐步縮小，
生態環境質量大為改善。

四是社會文明和諧程度顯著提升，社會
主義法治更加健全，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
義得到切實保障，社會建設和管理科學化水
平明顯提高，社會安定有序、誠信友愛、文
明和諧、充滿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江蘇致力實現的現代化
特別突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以期實現人的
現代化和全面發展。在 「江蘇基本實現現代
化指標體系」中，不僅從預期壽命、收入、
住房、社保、交通、通信、醫療、治安、環
境等方面選取了具體直觀的指標，並賦予較
高權重，而且選取人民群眾滿意度的主觀感
受指標，來反映黨風廉政建設、法治和平安
建設水平，同時設定 「人民群眾對基本現代
化建設成果滿意度」作為總的評判指標。

蘇南現代化先行先試
從當前發展水平和速度來看，2020年江

蘇基本實現現代化是充滿信心的。例如 「江

蘇基本實現現代化指標體系」將人均 GDP
的目標值設定為 10 萬元，只要保持年均
6.6%的增速就可實現，這對於經濟增速連續
20 年保持兩位數的江蘇來說，可謂輕而易
舉。 「指標體系」設定研發經費支出佔
GDP 比重的比例為 2.8%，而去年江蘇全社
會研發投入就已突破 1000 億元，佔比提高
到2.2%，越過了國際公認的科技起飛 「黃金
拐點」，達到創新型國家投入水平。在2011
年發布的 「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中，江
蘇已經連續三年名列全國第一。

在人民生活和社會保障方面，去年江蘇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6341元，比上
年增長 14.8%，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
長9.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10805元，
比上年增長 18.5%，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
際增長11.9%，年人均純收入2500元以下的
貧困人口提前一年全面脫貧。城鄉收入差距
進一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比為 2.44:1，是
全國收入差距較小的省份之一。城鎮和農村
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分別達到34.7和48.6
平方米。

目前，江蘇已經實現城鄉低保、新農
合、新農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社會
養老保險五個 「全覆蓋」。去年年末企業職
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覆蓋面穩定在95%以
上，這些數據與 「指標體系」設定的目標值
已經相去不遠。

不過如同全國東西部發展不平衡一樣，
江蘇也面臨着南北發展不平衡的難題。蘇南
地區早已達到省定全面小康指標，而蘇北地
區 5 個省轄市中，目前還有 4 個仍未達標。
為此，在過去 10 年裡，江蘇大力實施蘇南
提升、蘇中崛起、蘇北振興等戰略舉措，使
區域發展差距逐步縮小，蘇北地區主要經濟
指標增幅已經連續6年超過全省平均水平，
呈現出後發追超的喜人態勢。

對此，羅志軍強調，江蘇不同地區處於
不同發展階段，決定了基本實現現代化進程
必然有先有後，必須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
導，既要鼓勵發展在前的地方先行先試、提
供示範，又要防止發展在後的地方急於求
成、操之過急。

中共江蘇省委、省政府從區域發展不平
衡的省情特點出發，明確了全省三大區域基
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任務和時序進度。今後
五年，蘇南等有條件的地區要當好第二個率
先的先行軍，重點在產業升級、自主創新、
提高國際競爭力上實現新突破，在城鄉發展
一體化、改善生態環境上取得新進展，到
2015年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蘇中地區要提
高全面小康建設水平，重點提升城市現代
化、經濟國際化、集約發展水平，不失時機
向基本實現現代化邁進；蘇北地區要加快全
面小康建設步伐，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新
型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為基本實現現代化
打好基礎。

全國看江蘇，江蘇看蘇南。根據中央領
導同志的要求，江蘇將在蘇南地區積極建設
現代化示範區，相關規劃編制工作已由國家
發改委牽頭展開。目前，蘇南各地已經紛紛
排出了基本實現現代化的 「時間表」，其中
昆山、張家港、蘇州工業園區等發展水平位
列全國前茅的地區，最快有望於今年年底即
達到 「江蘇基本實現現代化指標體系」確定
的目標要求。

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現代化的浪
潮將由蘇南湧向整個江蘇，進而席捲全國。

▲江蘇人民文化生活日趨豐富，圖為新落成的無錫大劇院夜景

▲江蘇區域創新能力連續三年位居全國第一，圖為位於南通的熔盛重工建造
的中國首艘3000米深水鋪管起重船 「海洋石油201」 開赴南海作業▲

江蘇太倉港積極構建現代物流體系

蘇州吳中區農村老人老有所養

▲

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在
常州視察現代產業▲

蘇州高新區現代化新城風貌

南京市民暢遊玄武湖（趙杰攝）

▲江蘇張家港85%的本土大中型工
業企業建立了研發機構，圖為世界一流
的沙鋼鋼鐵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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