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贫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 实现现行
标准下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442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历史性地消除区域性
整体贫困和绝对贫困。在 2016 年以来省脱贫攻
坚成效考核中，六安市分别位居第六、第三、第
二，特别是在 2019 年荣获市县“双第一”。

贫困村贫困户收入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长。
全市 442 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 10
万元，50 万元以上的村达 176 个， 村均收入达
21.7 万元。 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从建档立卡
时的 2746 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3009 元， 年均
增速 29.6%。

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取得前所未

有的改善。 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覆盖，村
村都有标准化卫生室和合格村医 ， 贫困人口
均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 累计完成贫困户危房

改造 5.5 万户 、易地搬迁 33555 人 ，贫困人口
自来水普及率由 32%提高到 96%， 所有贫困
群众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及饮水安
全均得到保障。 同时，实现所有行政村通 4.5
米宽水泥路、城乡公交一体化、光纤到村和无
线网络全覆盖， 全市县域供电可靠率和电压
合格率分别达 99.85%、99.99%，群众出行难 、
用电难、 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
题普遍解决。

乡村产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坚持“稳定
脱贫奔小康、绿色减贫促振兴”，依托四大特色
产业发展平台， 大力实施农业特色产业 “138+
N”工程，着力推进产业规模发展、融合发展。 截
至 2020 年底，全市建成特色产业扶贫园区 450
个，八大特色主导产业实现综合产值 366 亿元，
累计带动超 40 万贫困人口增收。消费扶贫行动
开展以来，全市已有 2155 个扶贫产品通过国家

认定并发布，累计销售扶贫产品 19.35 亿元。 累
计建设扶贫车间 163 个，开发保洁、保绿、护林
等 10 多种公益岗位，实现近 4 万名贫困劳动力
就近就业。

农村环境取得前所未有的提升。 深入实施
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和“五清一改”

村庄清洁行动，累计完成 48.6 万户卫生厕所改
造， 实现所有乡镇政府驻地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 基本实现美丽乡村中心村生活污水治理设
施全覆盖，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8.8%以上。

老区全面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 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六安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开启 “十四
五”新征程。 六安努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全面衔接、无缝衔接 、平稳衔
接、有效衔接，全面开启六安大别山革命老区
乡村振兴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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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期间 ，六安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 ，
高举 “绿色振兴 、工业强市 ”大旗 ，工业经济规模
不断提升、质量持续优化。 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 8.3%。 规上工业产值达到 1420 亿元。 制造
强市建设成效明显，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超
过 85%。

2020 年，六安市工业更是亮出了骄人的答卷。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7%，居全省第 3 位，技
改投资增长 11.9%，高于全省 12.8 个百分点，居全
省第 2 位。 纳入省政府考核的工业这两项主要指
标，六安是唯一均位居全省前三的地市，创十年来
最好成绩。 此外，在衡量工业经济支撑性和发展质
量的指标中，六安市工业用电量增速、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率均居全省前列。

六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 形成装备制造（人工
智能 ）、绿色食品 （生物医药 ）、新能源 （新能源汽
车）、电子信息、采矿冶金（新材料）五大主导产业。
在高端装备、新能源、燃料电池、航空等先进制造领
域取得新突破，分别获批省战新产业“一基地、一工
程、三专项”。 2020 年五大主导产业产值突破千亿
元，达到 1011.1 亿元，占全市工业比重 71%；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31.4%，战
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38.6%。
六安率先布局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建成全省第一
个燃料电池工厂、第一座加氢站、第一条燃料电池
公交示范线，全国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万套级电堆
生产线。六安已联合省内合肥等地市申报全国燃料

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
六安企业梯队逐步壮大，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格局逐步形成。 规上工业企业达到 965 户，产值超
亿元企业 313 户，超 10 亿元企业 18 户，实现百亿
企业零突破。 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3 户、
省级“专精特新”冠军企业 6 户，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达到 135 户。 六钢集团、迎驾集团、应流集
团、长江精工、江淮电机、星瑞齿轮等支柱企业持续
稳健发展，精卓光显、胜利精密、中财管道、英力电
子、嘉悦新能源等一批新兴企业快速崛起。

六安工业发展后劲增强。 全市工业投资年均
增长 10%以上，技改投资始终保持全省第一梯队。
年均实施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200 个以上， 总投资
270 亿元的恒大新能源汽车、135 亿元的精卓光显
基地、40 亿元的应流航空产业园 、30 亿元的胜利
精密产业园、30 亿元的雅迪电动车基地 、20 亿元
的迎驾野岭产业园、18 亿元的春兴精工产业园等
一批牵动性强的大项目落地建设。 累计建成省级
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10 个，国家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 1 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1 家，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5 家 ， 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116 家、工业设计中心 49 家。累计开发安徽工业精
品 38 项，安徽省新产品 152 项 ，省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 38 项 ，认定省级消费品 “三品 ”示范企业
10 家。

数字经济快速布局 ，数字企业迅猛起跳 。 六
安市出台 《六安市 5G 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

年 ）》 和一揽子配套政策 ，5G 基站建设 、5G 工业
项目 、5G+工业互联网示范整体走在全省前列 ，
正 威 5G 新 材 料 产 业 园 、 春 兴 5G 科 技 园 、
AMOLED 柔性显示触控模组及 5G 智能终端研
发制造基地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 ， 瀚海新材料
5G 数字工厂入选全省首批 5G 创新十大应用。

2012年 ，六安市委提出 “弘扬红色精神 、致力
绿色发展 ，放飞金色梦想 ”，把绿色发展作为振兴
六安革命老区主战略。 为了让绿色发展战略落地
生根 ， 形成有力的工作举措和具体的工作抓手 ，
2014 年以来，六安市委、市政府陆续提出了 “六安
茶谷 （一谷 ）、淠淮生态经济带 （一带 ）、江淮果岭
（一岭）、西山药库 （一库 ）”绿色发展四大平台 （简
称：“四大平台”）， 并确定为老区绿色振兴和脱贫
攻坚的主战场和增长极。

六安茶谷建设成就斐然。 现在全市茶园面积
75.46 万亩，综合产值 122 亿元。 茶谷区域贫困人口
22.6万人，年人均增收超 1200 元。 通过各类项目实
施，结合以茶为主导的特色产业，建成了 502 个茶
谷小镇、小站、小院，其中小镇 31 个、小站 119 个、
小院 352 个，以点带线、以线连面的辐射格局初步
形成，茶旅融合发展势头强劲。

淠淮生态经济带成果丰硕。 淠淮沿线稻虾综
养面积达 105 万亩，小龙虾产量 8.2 万吨 、产值约
22 亿元带动贫困人口约 3.9 万人 ， 年人均增收
1000 元以上 ；蔬菜累计播种面积 153.31 万亩次 、
产量 266.29 万吨，产值 71.30 亿元 ;皖西白鹅饲养
量达 1420 万只 ，占全省白鹅饲养量的四分之一 ，
综合产值达 62 亿元 ； 皖西麻黄鸡饲养量达 5000
万羽，综合产值 28 亿元 ；构树产业化面积近 5000
余亩 ，亩产产值达 2400 元 、构树猪每头净增 350
元—400 元。沿淠沿淮产业各类商标达 300 余个，
其中拥有注册虾田稻米商标 58 个 、 稻田虾商标
32 个 ，全面开展 “六安泉水龙虾 ”“霍邱龙虾 ”“皖

西白鹅”等公共品牌创建工作。 “第二届中国六安
泉水龙虾美食文化逍夏季 ”激发了全市小龙虾消
费热潮。

江淮果岭建设成就突显 。 通过近年来的建
设 ，过去的荒山成了花果山 。 江淮果岭水果产业
面积 31.1 万亩、产量 33 万吨 、一产产值 25 亿元 、
综合产值 50 亿元 ，江淮果岭区域贫困人口 17.93
万人 ，年人均增收 1500 元 。 通过土地流转承包 、
土地入股分红 、劳动力就地就业 ，激活了发展要
素 ， 一大批农村富余劳力获得新的就业机会 ，成
为促进产业扶贫重要支撑 ，经济效益明显 。 春花
烂漫与秋果硕硕季节 ，江淮果岭也成了人们采摘

旅游的首选地。
西山药库魅力显现。依靠大别山独有的地理气

候条件， 西山药库区域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4.9 万
亩 ，产量 20.1 万吨 ，一产产值 70 亿元 ，综合产值
106.6 亿元 。 西山药库建设直接从业人员 11.3 万
人， 带动贫困人口数 30.71 万人 ， 带动贫困户数
1.02 万户，核心区户均年增收近 2 万元。 不少企业
在中药材产区，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建立稳定、可控
的原料药种植基地。 “十大皖药”产业示范种植基
地建设单位增至 30 家，其中 2 家获批国家科技部
“生态种植示范基地”。 通过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
国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皖西学院等高校及
科研院所合作，建立国家中医药综合实验站、安徽
省林下中药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 西山药库
研究院（大别山中医药研究院 ）等 ，制定了霍山石
斛全产业链标准 18 项，承担了霍山石斛标准化示

范区建设，选育了霍山石斛、太子参等中药材新品
种 15 个。 依托大别山深山区优质的生态环境，推
进中药材生产 、加工基地与采摘 、观光 、研学 、体
验、养生、美食等相结合，促进中药产业与健康、文
化、旅游、体育等相关产业的融合，打造仙草故里、
康养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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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皖西乐章

�� 六安市是全省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扶贫任务重的地区之一，，
历来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区域。。 全市所辖 44 县 33 区中，，国家级贫困县
44 个，，分别是霍邱县、、金寨县、、舒城县和裕安区，，其中霍邱县、、金寨县被列
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同时也是省级深度贫困县））；；省级贫困县 11
个，，为金安区；；叶集区比照享受省级贫困县待遇。。 22001144年建档立卡时，，全
市贫困村总数 444422个，，贫困人口总数 7700..9966万人，，贫困发生率 1133..8844%%。。

22001122年以来，，六安各级党政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
及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以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统领各项工作、、 以各项工作保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取得了决定性、、历史性成就。。

六安工业风帆正劲迅猛发展

建建设设““四四大大平平台台”” 助助力力绿绿色色振振兴兴

霍邱县大力推广“稻田+龙虾”轮作、共养模式，促进了农民增收和稳定脱
贫。 “霍邱龙虾”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已成为霍邱县一张响亮的名片。

叶集区充分

利用荒岗荒坡自

然资源，积极推广
发展林果经济，以
产业扶贫为主导 ，
金融扶贫、就业扶
贫、社会扶贫等为
助力， 综合施策 ，
帮助贫困群众增

加收入，实现稳定
脱贫。

裕安区固镇镇重点围绕皖西白

鹅“孵化—育苗—饲养—宰杀—鹅肉
加工—羽绒羽毛加工 ” 的特色产业
链， 着力打造皖西白鹅主导产业，助
力脱贫攻坚。

大别山灵芝。。

�� 国家级六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内的明天氢能生产车间。。

丰收的喜悦。。

�� 舒城县杭埠工业园内

胜利精密的机器人生产线。。

西茶谷。。

�� 金安区 ““九十里山水画廊铺就脱贫致富康庄大道””22001177 年
入选全省乡村旅游扶贫经典案例。。

�� 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新建集中安置

房，，让群众住上宽敞明亮的新居。。

霍山石斛。。

（文图/六安市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