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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滁皆山也”。滁州，地处

皖东，襟江带淮，承东启西，是

长三角地区27个中心区城市

之一。

“十三五”以来，滁州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

战略重大机遇，紧扣

“ 一 体 化 ”和“ 高 质

量”两个关键词，扬

滁 所 长 ，锐 意 进

取 、奋 发 有 为 ，

在全方位参与

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中，开启了新阶段现代化新滁州建设的新格局。

2018 年,滁州提出“对接大江北”战略。一路

向东，全面融“宁”入“长”。滁州坚持跳出滁州看

滁州，把发展融入长三角大格局。

找准发展坐标系，滁州实施了一批重大行动，

招引了一批重大项目，推进了一批重大工程，综合

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规上工业企业数已达 1836

家，百亿元企业、百亿元工业项目从无到有，分别

达 3 家、7 家，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以上，

战新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9%以上、占规上工业产值

比重由20.6%上升到42%。

顺应国家战略，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滁州地区

生产总值连跨 2000 亿元、3000 亿元大台阶，从

1812.3 亿元增至 3032.1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从 45296 元升至 73406 元，首次跻身全国百强城市

行列。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得让人民共享。滁

州 20.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23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定远贫困县摘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增长 9.2%。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

品质不断改善，以连续三年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的

优异成绩跻身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面对新阶段，奋进的滁州没有停下前行的脚

步，“再出发”的滁州又定下“5688”目标，即到“十

四五”时期末，全市经济总量突破 5000 亿元、财政

收入突破 600 亿元、人均 GDP 达到长三角平均水

平的 80%以上、跻身全国前 80 强。市委书记许继

伟号召全市人民，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局

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我们要以等不起的紧

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对照年

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抓

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奋力在实现“两个更大”中走在全省前列。

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

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历程中，江淮儿女顽强拼搏、

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

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

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

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

成大别山精神、新四军精神、

渡江精神、小岗精神等伟大

精神，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

安徽也是一片创新的热

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安徽取得的每一

个重大进步、跨越的每一个

重大关口，无不留下创新烙

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

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考察安徽时的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抓

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

是谋未来，坚定不移下好创

新先手棋，创新已成为安徽

最亮名片、最强基因。

制度创新走在前列。小

岗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具有划时代意义，最早在安

徽试点的农村税费改革推向

全国，率先探索实施的林长制

走向全国，编制周转池、县域

医共体、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试点等改革品牌不断涌

现，展现着安徽人不懈探索、

善于创造的时代精神。

科技创新百花齐放,更

结出丰硕的产业之果。安徽

已形成以“铜墙铁壁”为重点

的传统产业、以“芯屏器合”

为标识的新兴产业、以“融会观通”为主体的现代服

务业、以“大智移云”为引导的数字产业，推动经济实

力由“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到“总量靠前、人均居中”

的历史性跨越。

协同创新势头强劲。顺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安

徽坚持把创新核心地位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

面、各个环节，把解放思想贯穿科技创新全过程和各

领域，对标沪苏浙和全球科技创新标杆，在原始创

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一系

列突破性举措，把分散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创新要素

聚合起来推进协同创新。

着眼构建新发展格

局，安徽正扬“皖”所

长，携手沪苏浙共同

担负起我国科技和

产业创新开路先锋

的重任，努力提升

引 领 产 业 发 展 的

技术创新策源能

力 ，共 同 打 造 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

长 三 角 科 技 创

新共同体。

风生巢湖，洪波涌起。4月 26日到 27日，首届

中国（安徽）科交会在合肥启幕，1043项科技成果、

487 件科技创新展品、680.9 万元科技成果竞拍交

易额、60 个项目云签约金额 282 亿元……丰硕

成果彰显合肥全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的信心。

走进合肥，创新成就处处显现：量

子计算原型机“九章”运算速度居全

球第一，“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第

10 万辆量产车正式下线，欧菲

光 合 肥 生 产 线“ 点 亮 ”投 产

……一项项成果接踵而至，

万亿合肥在“十四五”的第一个

春天，实现 GDP 增速 22.6%，位居

长三角第一。

合肥为什么能？有人说，合肥是

一座“视创新如生命、把创新当使命、抓创新像拼

命”的城市。从 2017 年合肥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

重要力量；到 2018 年合肥滨湖科学城正式挂牌成

立，跻身 G60 科创走廊节点城市……这座城市一

路走来，传承创新基因，累积起势不可挡的力量：

主要创新指标稳居省会城市第一方阵，跻身全球

科研城市榜前 20、世界区域创新集群百强、国家创

新型城市十强。

大科学装置被称为未来科技竞争中不受制于

人的“重器”。目前，合肥已有、在建和预研的大科

学装置有 11个，正在建设 13平方公里大科学装置

集中区。当下，合肥着力聚焦原始创新，服务保障

“国之重器”，助力量子、质子、离子、中子、光子“五

子登科”和中国声谷、中国网谷、中国安全谷、中国

肽谷、中国环境谷“五谷丰登”，争创基础学科研究

中心、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

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四个中心”。

在创新要素的浇灌下，一座座现象级产业地

标在这里拔地而起。

2020 年，蔚来、欧菲光、神州数码等 91 家总部

类项目相继落户合肥，创历史新高；新增上市公

司 12 家，创历史新高，其中科创板 7 家、居省会城

市第一；新增国家高企 789 户，创历史新高；单月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创 90 个月新高、规上工业企

业利润增速创 44 个月新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增速创 39 个月新高……加速奔跑的合肥，正全力

以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当家产业、发家

产业。

“十四五”已开局，合肥矢志不渝坚持创新发

展，勇当科技创新的开路先锋，力争到 2035年成为

全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的全国示范城市。

勇毅奋进，成就来之不易；起笔新篇，未来更值期待——

在双循环战略中实现“安徽作为”
本报记者 白海星

活力合肥 加速奔跑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苏晓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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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鸟瞰安徽省含山县清溪鸟瞰安徽省含山县清溪

镇白衣村镇白衣村。。 田斌峰田斌峰摄摄

图图②② 皖苏交界处的吴庄高速皖苏交界处的吴庄高速

公路枢纽工程公路枢纽工程。。 计成军计成军摄摄

图图③③ 合肥经开区蔚来汽车先合肥经开区蔚来汽车先

进制造基地进制造基地。。 金金 轩轩摄摄

潮涌长三角 滁州勇当先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张开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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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站在黄山之巅，你会为那云海苍茫万千气象而放声

惊叹。

漫步江淮大地，你更会为那创新热潮汹涌澎湃而激

情共舞。

安徽是一片充满创新激情的热土。党的十八大以

来，安徽人民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创

新发展，捷报频传。今天，这里盛放着五彩缤纷的万千创

新之花。

擦亮创新金字招牌

大创新大发展，小创新小发展，不创新难发展。近年

来，安徽着力塑造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如今安

徽创新的“干货”更多了，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

阵，涌现出“九章”量子计算机、“质子刀”、“量子显微镜”

等一批原创性成果。安徽创新的“里子”更厚实了，“芯屏

器合”成为产业新地标，长鑫存储、京东方、科大讯飞等一

批骨干企业成为产业链创新链上的重要力量，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均超过 40%。

安徽创新的“生态”更活跃了，安徽创新馆、编制周转池等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集聚各类人才超900万人。

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安徽对标世界一流，争创建

设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综合性科学中心等“国字

号”创新平台，提升了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的地位。安

徽认真落实“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部署，大

力推动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策源地。

抓基石，加强前沿性探索。安徽实施国家实验室建设

专项行动，聚力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已经确

定的领域打造国家的“长板”，形成“非对称优势”。

抓平台，注重战略性布局。安徽以合肥滨湖科学城、

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着手，加快能源、人工智

能、大健康研究院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量子中

心、科大硅谷。

抓攻坚，突破卡脖子技术。安徽致力于服务国

家需求，锁定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等卡点断点，围绕工业基础零部件元

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

术基础等瓶颈制约，集合精锐力量，力

推“独门绝技”。

交出“皖”美答卷

稳中求进，改革创新，高质

量实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安徽

省“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全

面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决定性成就。

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全省生产总

值从 2.38 万亿元增加到 3.87 万亿元，人

均生产总值从 3.9 万元增加到 6.1 万元，发

展格局实现了从“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到

“总量靠前、人均居中”的历史性跨越！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全省 484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000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3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增绿增效成果丰硕。安徽高质量开展林业增绿增效

行动和“四旁四边四创”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实现了森林

资源快速增长，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30.22%，有效改善了

城乡生态面貌和人居环境。30.22%，这是安徽国土绿化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也是评价区域生态状况良

好的国际公认标准，标志着安徽省阔步迈入生态强省建

设的新征程。

区域发展整体效能全面提升。全省域纳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

“一圈五区”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基础设施体系显著改

善，高铁运营总里程2329公里，居全国第1位，实现“市市

通高铁”。

信心满怀开新局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安徽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准确把

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在疫情有效防控、内外需求双升、供需衔接顺畅、政策

保障有力等带动下，全省经济持续恢复，主要指标快速增

长、位次前移、好于全国，一季度生产总值增长 18.7%，实

现了高质量良好开局。

立足新发展阶段，安徽瞄准了新的目标：到 2025年，

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经济总量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差距进一步缩小。

用新发展理念开新局。安徽将全力打造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

业聚集地，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打造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推动

全省高质量发展实现更大突破。

把“安徽力量”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贯彻国家战

略，助推长三角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完善市场体系，更

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夯

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

型城镇化，提升融入双循环的区域能级；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压舱石”……在打造国内大

循环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上实现更大的

“安徽作为”。

勇毅奋进，成就来之不易；起笔新篇，未来更值期

待！安徽正昂首阔步，走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康庄

大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