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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18 日至 21 日 ，习
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徽考察， 就统筹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 加强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
重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谋划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

研。8月 20 日，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强
化“两个坚持”、实现“两个更大”的
目标要求， 在安徽发展史上具有极
其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徽考
察调研，并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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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届委员
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合肥召开。
全会对标对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审议通过《中共安徽省委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描绘了经济强、百姓富、
生态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宏

伟蓝图。

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体会议
审议通过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擘画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
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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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
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 抓 “六
保”促“六稳”，世界制造业大会江淮
线上经济论坛成功举办， 大众汽车
（安徽）有限公司揭牌，全省经济增
速逐季加快。 前三季度，我省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2.5%， 增幅居全国第八
位。 “十三五”以来，我省经济实力不
断跃上新台阶， 美好安徽建设取得
历史性成就， 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由
“总量居中 、人均靠后 ”到 “总量靠
前、人均居中”。

经济增速逐季加快，为“十
三五” 规划圆满收官奠定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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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发以来， 我省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打响
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
战 ， 用一个月时间控制住疫情蔓
延，用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住院患者
“清零”，用三个月时间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 我省在全国较早启动重大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先后部署

实施 “三防三查三加强 ”“八严八
控”等防控策略，全面推行“三大硬
招”，以最严举措遏制住疫情蔓延，
以最优保障护佑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以最大力度服务全国抗
疫大局， 交上了一份彰显 “安徽力
量”、体现“安徽效率”、展现“安徽担
当”的优异答卷。

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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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入梅以后， 安徽发生
严重洪涝灾害。 长江、淮河干流全
线超警戒水位， 巢湖遭遇 150 年
未遇的历史高水位。16 个市 95 个
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 8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就抗
洪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全省
各级各地全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奋力开展抗洪抢险救灾，
实现了全省没有发生重大人员伤

亡事件，长江、淮河、巢湖干堤等
重要堤防没有出现损毁， 国家重
要基础设施没有受到冲击， 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工作没有受到影响

的“四个没有”目标，防汛救灾工
作取得全面胜利。

统筹长江、 淮河、 巢湖
“三线作战”， 防汛救灾取得
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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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9 日，随着萧县
等 9 个县（区）退出贫困县序列 ，
我省 31 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 ”，
300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党的十八大
以来， 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

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纵深推
进脱贫攻坚“十大工程 ”，全力打
好战贫战“疫”战灾“三场硬仗 ”，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如期完成 。
同时我省出台实施意见， 推进农
业农村领域补短板投资 “十大工
程”，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31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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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30 日，安徽自贸
试验区获批设立。 合肥、芜湖和蚌
埠三个片区“挂牌就运行、开门就
开张”，短短 40 天时间里，区内共
签约项目 259 个， 总投资 2540.9
亿元， 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2020
年，安徽站上新起点，加快打造改

革开放新高地。 30 个林长制改革
示范区先行区试点启动 ，“7×24
小时” 政务服务地图在全国率先
上线，全面依法治省重点工作“三
项清单”和督办制度出台，我省多
项制度措施全国领先。

安徽自贸试验区扬帆起
航，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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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商合杭高铁、 合安高
铁开通，安徽全面迈入高铁时代。
全省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2329 公
里， 位居全国第一，16 个省辖市
“市市通高铁 ”， 高铁通达 28 个
县。2020 年，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词， 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开路
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不断推进交通互联互通， 区域合
作机制逐步健全， 在扎实推进长
三角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中，展现安徽担当作为。

商合杭高铁全线贯通、合
安高铁开通运营， 长三角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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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4 日， 国际学术期
刊《科学》在线发表我国科学家量子
计算研究进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
授潘建伟、 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
队， 成功构建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
原型机“九章”，求解具有实用前景的
高斯玻色取样任务只需 200 秒，而目
前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富岳”要

用 6 亿年。 这一突破使我国成为全球
第二个实现 “量子优越性” 的国家。
2020 年，我省深入推进“四个一”创新
主平台和“一室一中心”建设，在多领
域取得一批重要科技成果。 安徽区域
创新能力排名第 8，比 2019 年上升 2
位，连续 9 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实现
算力全球领先， 安徽区域创新能
力连续 9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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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黄山市、宿州市、阜阳市
成功入选第六届地级全国文明城市，
新当选数位居全国第二。 我省入选
“中国好人榜”总人数位居全国第一。
新增和复查确认全国文明村镇 225
个、 文明单位 304 个、 文明家庭 32
个、文明校园 49 个，均居全国前列 。

我省历史上首次囊括电视领域“金鹰
奖”“飞天奖”“星光奖”三大国家级重
要奖项。10 个文艺项目入选全国建党
百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数量位
居全国第三。 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
值的 GDP 占比均高于全国水平。

全国文明城市新当选数位居
全国第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丰硕

10

2020 年 4月拍摄的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该村于 2018年退出“贫困村”之列。 本报记者 李博 吴文兵 摄

2020 年 12月 22日，京港高速铁路合肥至安庆段开通运营。 图为从合肥开
往安庆的 G8311次高铁驶出舒城东站。 特约摄影 陈力

２０２０ 年 12 月 4 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宣布该校潘建伟等人成功构建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求解数学算法高斯玻色取样只需 200 秒。这
一突破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 这是光量子干涉实
物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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