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
程上，铜陵市牢固树立共享发展
理念，坚持保基本、全覆盖、促公
平，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统筹推进
各项社会事业建设，让全市人民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2016年以前，铜陵没有脱贫
攻坚任务，枞阳县整体划入时，铜
陵的扶贫机构、扶贫政策、扶贫体
系完全是从零开始进行架构。

面对当时实际情况，铜陵市
成立由市委书记和市长担任组长
的领导小组，明确将当年地方财
政收入增量的15%增列专项扶贫
资金预算，仅 2019 年，市本级安
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就达 1.1 亿
多元，较上年增长 19%。在政策
举措上，铜陵市变“政府端菜”为

“群众点菜”，出台贫困户产业发
展激励政策项目清单，实施就业
扶贫基地示范、就业扶贫驿站建
设、居家就近灵活就业、就业兜
底、稳定就业、技能脱贫“六大行
动”，全面落实健康扶贫政策，探

索“工学一体”就业就学模式，在
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体
化，创新推进金融扶贫、电商扶
贫等工作。2016年，铜陵市共有
贫困村65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7.87 万人，贫困发生率超过 9%；
2019年，贫困村数量降为 10个、
贫困人口不到 1.5 万人，贫困发
生率降为1.76%。

多年来，铜陵市从城乡居民
最为关注的教育、医疗卫生等问
题入手，创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举措。教育方面，通过取消重点
学校、实行教师轮岗等改革举措，
保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升学机会
均衡、学校生源均衡、办学水平均
衡；医疗卫生方面，紧扣药品采
购、定价、使用、监管等关键环节，
推动科学、合理用药，组建医联
体，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切实减轻
群众就医负担，提高医疗服务水
平。2007年以来，累计滚动实施
513 项民生工程，投入资金超过
168.8亿元。

铜陵：共享发展增福祉
本报记者 文 晶

集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国家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
于一身，创新成为合肥最大的
优势和最鲜明的特质。汇聚澎
湃新动能，合肥正全力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量子中
心，集聚了科大国盾、本源量
子、国仪量子等 20 多家量子信
息产业的“佼佼者”，依托中科
大、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
技创新研究院等科教资源，推
动尖端成果就地孵化，拓展新
兴产业链。

量子信息布局未来，而扎
根于合肥的科大讯飞，已经代
表合肥的新兴产业走上世界舞
台前沿。今年5月份，在天津举

办的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上，
来自中国声谷的 30 多款具有

“未来感”的智能产品，让人们
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企业的

“超强能量”。
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在

合肥扎根生长，形成强大的“磁
场效应”。2013 年至 2018 年，
合肥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超过 20%，对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贡献率由 42.4%提
高到62.4%，增速始终保持在全
国省会城市前列。

探索更具操作性的院所合
作模式，2012 年 10 月份，中科
大先研院挂牌成立。8年来，院
企联合实验室和孵化企业不断
集聚，成为安徽省探索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的重大实践基地。

2018 年 5 月份，这里迎来了国
家级工程实验室——类脑智能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持续在人工智能和类脑智能多
项技术上领跑世界。

创新因子不断凝聚起科技
研发的强大动力。在全力推进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进
程中，合肥构建了由国家实验
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交
叉前沿研究平台和产业创新平
台、“双一流”大学和学科组成
的“2+8+N+3”的创新体系。截
至目前，已拥有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研发中
心、实验室等平台 155 家，精准
医疗、量子通信、智能汽车等18
个工程（专项）列入省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大工程（专项）。

在安徽版图中，马鞍山居中靠东，
既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成员，也是长
三角城市群的重要一员。近年来，马
鞍山市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深入实施开
放带动战略，全面对接长三角，深度融
入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全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成为宜业宜居
宜游的“生态福地 智造名城”。

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心态。综
合保税区正式通过验收，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全面铺开，肉类指定口岸运
营，对欧合作领域持续拓宽，国际合作
产业园拔地而起……近几年，马鞍山
志在开放，各类开放型平台纷纷涌
现。2018年，随着全国首艘江海直达

船在马鞍山港完成卸货作业，马鞍山
全面进入江海联运时代。

大开放在基础设施上要做“加
法”，但在营商环境上要做“减法”。马
鞍山努力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
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企业获得感最
强的城市。今年上半年，新增外贸经
营备案登记企业113家，全市备案登记
外贸企业达 1799 家。全市外贸进出
口额达26.3亿美元，同比增长30.4%，
总量居全省第四位，增幅居全省第二
位。

开放，不仅要有“引进来”的底气，
还要有“走出去”的勇气。

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最后一

方岩土被击碎，由十七冶集团交通工
程技术分公司承建的印尼高速公路第
一条隧道工程——芝苏达武万隆至达
武公路隧道工程左线顺利贯通。

马鞍山提前行动，积极引导企业
“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今
年以来，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经济
合作的企业已达 17 家，25 个项目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施工。
“跳出马鞍山发展马鞍山”，这是

马鞍山的眼界和胸怀。站在新起点
上，马鞍山正积极争当安徽全面扩大
开放的排头兵，让更多马鞍山制造、马
鞍山企业、马鞍山工程走出安徽，走向
世界。

坐落于苏州工业园的星恒电源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开始向外扩张，将
首个生产基地选在了安徽滁州。不
到一年时间，滁州星恒实现了一期
项目投产，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今
年底。

在滁州，类似星恒这样的长三角
跨区域合作案例比比皆是。“近年来，
滁州市实施东向发展战略，把长三角
地区作为招商引资主攻方向，积极参
与产业分工，全力承接产业转移，谋划
了苏滁现代产业园、来安汊河水岸科
技新城、南谯高教科创城、滁州经开区
原创科技城‘一园三城’为主体的国家
级产城融合示范区，吸引了很多沪苏
浙企业和高校创业人才。”滁州市市长

许继伟说。近10年来，沪苏浙地区在
滁州投资占该市利用外资比重50%以
上。2018年，滁州市市外亿元以上项目
新签约446个、新开工291个、新投产
166个，其中沪苏浙项目分别达238个、
164个、80个。

企业引进来，还要留得住、发展
好。滁州市注意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以长三角区域率先开展通关一体化改
革为契机，共用一套通关模式，大大提
高了通关效率。滁州各工业园区专门
设立企业帮扶帮办中心，为企业落地
及生产运营提供“保姆式”服务。

滁州市还大力推进共享公共服
务。今年 5 月份，南京市再次将公交
604路和D13路终点站延伸至滁州境

内，使得滁宁两地的跨省公交增至 3
条，大大方便了两地市民出行；轨道交
通和高铁则让“异地同城”成为现实。
2018年12月份，总投资165亿元的滁
宁城际铁路一期工程开工，将滁宁两
地轨道交通时间由 18 分钟缩短至 10
分钟。目前滁州通往沪苏浙地区的高
速公路和铁路有 8 条、国省道 11 条，
一个内联成环、外联成网的大江北“半
小时”通勤圈基本形成。

“我们构建了跨省异地就医信息
平台，完成与上海、南京等多家医院异
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测试工作。”滁州
市卫健委主任蒋玲介绍，截至目前，滁
州市成功结算 317 例跨省异地住院，
医保基金支付191.9万元。

合肥：打造“创新之都”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马鞍山：构筑开放平台
本报记者 文 晶

滁 州 ：推 进 跨 区 合 作
本报记者 白海星

仲夏时节，安徽宣城市泾县
马头林场的马头祥养生观光园内
清爽宜人、瓜果飘香。

曾经，马头林场和其他国有林
场一样，受各种因素制约，陷入举
步维艰的境地。抓住国有林场改
革和推行林长制契机，马头林场盘
活老场区闲置资产，引进浙江钱王
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创建了森林特
色小镇——马头祥养生观光园。
如今不仅走出困境，还为国有林场
改革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

作为安徽省重点林区，2018
年，宣城着力先行先试，推深做实
林长制改革，让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在宣城落地生根。目前，宣城
林业发展活力不断激发，各类林
业新型经营主体有4276个，经营
面积达到238万亩。

宣城以增绿增效行动和创建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为抓手，不断
巩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成果，实
施以城镇绿化提档、道路绿化提
标、水系绿化提升、农田林网提质

“四提”为主要内容的国土绿化工

程，全面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建
设。同时，结合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创建，实施造林绿化、绿色通
道、森林提质、建成区绿地系统建
设、村镇绿化、生态文化建设、特
色产业建设、生态保护修复 8 大
工程。全市计划投入 20 亿元用
于湿地保护工程建设，到2025年
保护率由38%提高到75%。

推动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产
业“唱主角”。宣城把实施林长制
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林
业+”“森林+”，让绿水青山成为
人民群众的幸福靠山。香榧、油
茶、山核桃、苗木花卉等经济林成
为百姓的“当家林”，竹产业、木本
油料、中药材为主的林下经济成
为宣城绿色发展的生力军。

坐拥丰富的森林自然景观资
源，宣城要求各地做到“林区即景
区”，一大批特色鲜明的高品质森
林景观旅游线路脱颖而出，乡村
旅游成为当地百姓的重要收入
来源。

宣城：绿色产业唱主角
本报记者 文 晶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

安徽省积极创新政策体系、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催生创

新热情高涨，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一批高端产业集群竞相崛

起。眼下，抓住国家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中部

崛起的机遇，安徽在更高起点、更高标准上深入推进协同创

新、开放创新，立足产业特色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保护好蓝

天青山绿水，加大民生投入，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美好安徽正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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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科 38所自主研发的数字信号处理器“魂芯二号 A”。此芯

片在一秒钟内能完成千亿次浮点操作运算。 马启兵摄（中经视觉）

图① 马鞍山市，万吨轮首次停靠郑蒲港。 （资料图片）
图② 铜陵市枞阳县铁铜乡蔬菜种植合作社社员在扶贫大

棚内搬运刚采摘的黄瓜。 詹 俊摄（中经视觉）
图③ 国家级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