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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六十年建设成就与发展前景

刘宗尧

徐州发展的成就

徐州作为全国发展的缩影，6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概

括起来有六个方面。

（一）60年来，徐州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实现了从积贫积弱到

繁荣富强的历史性大跨越。徐州作为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从抗日

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处在兵戈拉锯的状态，既无建设机会，也无实

力可言。1949年，全市总人口为 372.6万人，而地区生产总值只有

1.73亿元，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只有 257万元（不含赣榆、东海）,可以

说当时的徐州是满目疮痍。经过 60年的建设，全市 GDP整整增长

了 151.4倍，远远高于全国 76.8倍的平均水平。全市财政收入增长

1 297.5倍，远高于全国增长 1 000倍的平均水平。现在的徐州，已

经是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大型中心城

市，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 36位，徐州的 GDP已占到江苏

省的 6.6%，工业增加值占到全省的 1/10，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的

8.3%。从淮海经济区 24个城市看，徐州 GDP占 8.8%，列第 2位；第

三产业列首位；社会投资列首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8.6%，列

第 3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列第 2位和第 3位，可以说徐州的份量

132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在全省及周边越来越重、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是举

足轻重、令人瞩目。

（二）60年来，徐州国民经济全面腾飞，实现了从小农生产到

现代经济的历史性大跨越。徐州长期处在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状

态，加快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是徐州人民的共同梦想，现在

这个梦想实现了。1952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为 71.3∶11.7∶17；

到 2008年，已变化为 10.5∶52.9∶36.6，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巨

大成就。

（三）60年来，徐州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

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大跨越。60年来，我们彻底改变了“一大二公”的

体制模式，把两个“毫不动摇”较好地落到了实处，国有经济和集体

经济在战线收缩的情况下，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形成了国

有、集体、股份、外资、民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其

中民营经济的总量和质量实现持续上升的态势，2008年全市完成

民营经济增加值 1221.40亿元，占全市 GDP的比重达到 60.8%，已

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全市进出口总额到 2008

年已达 34.5亿美元，比 1988年增长了 437.8倍；2008年实际利用

外资已达 5.82亿美元，比 20年前增长 133.2倍，比全市第一次利

用外资的 1985年（当时仅 55万美元）增长了 1 058.1倍。现在，开

放的徐州更开放，整个经济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焕发了无穷的

生机与活力。

（四）60年来，徐州城乡建设高歌猛进，实现了从城乡分割到

城乡一体的历史性大跨越。现在的徐州，已经成为江苏重点规划建

设的四大特大城市之一和三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我们在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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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老城区焕发新面貌带来更加宜居生活的同时，新城区建设也加

快推进，在整个城市形态上正走向双核五组团的特大城市格局。现

在的徐州农村，发展变化的步伐也在加快，随着新老两个五件实事

的推进，新农村的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一个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

新局面正在到来。

（五）60年来，徐州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实现了从较低水平向

更高层次的历史性大跨越。建国初期，我市各类科技人才和建设管

理人才严重匮乏，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文化发展基础薄弱，医疗卫

生水平很低，各项社会事业由于投入不足而一度徘徊不前，处在社

会管理靠南下干部，科技教育靠南方人才的格局之中。直到 1962

年之前，徐州尚无一所高校，只有 7所中专学校，而现在已有 12所

高校和 12所中专学校，在校生人数分别达到 12万人和 6.2万人，

分别比 1962年增长了 42倍和 25倍。1978年，全市各类专业技术

人才只有 3.1万人，30年后的今天已达 24.83万人，增长了 7倍，现

在的徐州，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科教人才大市，

医疗卫生事业的高地。

（六）60年来，徐州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实现了从饥寒交迫到

幸福小康的历史性大跨越。60年后的今天，全市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已达 1 116.56亿元。2008年同 1951年相比，增长了 36 092倍（全国

2.5万倍）。就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来说，1952年时的人均年收入是

503元，到 1984年是 1 105元，32年翻一番。而到 2008年，则达到

了 26 824元，24年增长 23倍，60年间增长了 52倍。就农村人均纯

收入来说，过去长期实行的是工分制，队为基础，按劳取酬，很多农

民一年下来仍是透支户，到 1978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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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而 60年后则增长了 55倍，达到 6 240 元，用那时的眼光看现

在，徐州人真是富了，富的连作梦都不敢想象。特别重要的是，在城

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长达 2 000多年的皇粮国税免除了，在城

乡实行了社会保障制度，徐州百姓在吃、穿、住、行、用、医、烧及保

健娱乐等各方面，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徐州人

的人均寿命也从建国初的 35岁提高到 74岁，进入了全面小康社

会的新阶段。

徐州发展的经验

60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谱写了辉映史册的壮丽诗篇。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 60年的

不懈探索和顽强奋斗，经历和战胜种种艰难曲折，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回顾和总结 60年来实践经验时，深刻

阐述了四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着力探索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

不断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要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三是要坚持

加强制度建设，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四是要坚持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从徐州

实际来看，我们既有这些普遍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同时也有我们

更具地方特色的一些具体经验值得汲取。概括起来有七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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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60年徐州发展的成就表明，只有把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

同徐州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抢抓机遇，创造性开展工作，才能

走出一条具有徐州特点的又好又快发展之路，这是徐州现代化建

设取得成功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第二，60年来徐州发展的成就表明，只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不动摇，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实施科学正确的发展

战略，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才能为徐州全面振兴奠定坚实

的物质基础，这是徐州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第三，60年徐州发展的成就表明，只有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

强体制机制创新，更好地运用市场手段集聚、优化和配置资源，才

能不断地增强徐州经济社会的内在活力和综合实力，这是徐州现

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要求。

第四，60年徐州发展的成就表明，只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高

度关注民生，把事关民生民计的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才能实现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和谐发展，这是徐州现代化

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社会基础。

第五，60年徐州发展的成就表明，只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

定的关系，科学把握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

着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才能为改革发展提供良好环境，这是徐州

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则。

第六，60年徐州发展的成就表明，只有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

的建设，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执政力，保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这是徐州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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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政治保证。

第七，60年徐州发展的成就表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

决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才能激发调动

百万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组织和

动员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这是徐州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力量

源泉。

徐州发展的前景

60年即将过去，新中国站到了历史和时代的新起点。新起点上

看中国，未来的中国什么样？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已经作出

了描述。党的十五大指出，展望 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

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

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

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强调：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

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 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

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

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

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

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

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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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

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

七大进一步强调：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 2020年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

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20年比 2000

年翻两番，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我们认为是乐观的。需要说

明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工业化和

城市化。由于中国工业化的顺利推进，一般估计，到 2020年，中国

制造业增加值占社会有形商品生产增加值的比重将达到 70%，超

过工业化国家标志（占 60%）10个百分点。在城市化方面，1978年

改革开放后到 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 0.9个百分点，按照

这一速度，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 55%，可以初步实现城市

化。在收入方面，由于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2003—

2007年连续 5年实现两位数经济增长，加上人民币汇率从 2005年

起升值，这几年对美元已升值 20%多，所以，原来设想，到 2020年

我国人均 GDP达 3 000美元，实际到 2008年，我国人均 GDP按当

年汇率计算已超过 3 000美元，达 3 300美元。

2007年党的十七大前后，有经济学家计算过，如果 2007—

2020 年 GDP 按年均增长 7.5%并以 2006 年不变价和汇率计算，

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 58万亿元，约为 7.2万亿美元；按 2020

年总人口 14.5亿计算，人均约为 5 000美元。考虑 2006年以来人

民币汇率继续上升，按现价计算的人均 GDP肯定大大超过 5 000

美元。对照国外学者划分工业化阶段的标准，届时我国人均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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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相当于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所以，今后要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

较快发展，再努力干十几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国力和人民生活水

平，都将上一个大台阶。

从徐州来看，到 2011年，除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个别指数外，全

市基本上可以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可以比全国提前 9年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在国内外环境不发生特殊情况背景下，徐州到 2035年

左右可以实现基本现代化，可以比全国提前 15年左右，这既是中

央对江苏提出“两个率先”的要求，也是经过努力完全有把握的目

标。未来十多年，按照全国年增长 8%，徐州增长 13%计算，我市

2009年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 2 300亿元左右，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在155～160亿元之间。2016年 GDP可超过 5 000亿，2020年可接

近或达到 1万亿元，同 2000年相比可翻四番，也就是说十年后的

徐州，将是一个真正的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

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更高水平

的小康社会。对此我们应充满必胜的信心，一步一步地加以推进。

（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

刘宗尧，1961年 8月生，江苏邳州市人，在职研究

生学历，经济师。现任徐州市社科联主席、党组副书

记，徐州师范大学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江

苏妇女学会理事。多年从事党委、政府的文字综合与

政策研究工作，先后公开发表各类论文和研究报告等 40多篇，合

著有《徐州发展新方略》、《徐州振兴之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

设》等。

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