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雨无惧 坚定信心奋勇向前

大江大河波涛奔涌， 冲波逆折处尤显壮丽
澎湃。

疫情 、汛情叠加的 2020 年 ，肥西上下坚定
信心 、团结一心 ，全力以赴在大战大考中奋勇
向前。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肥西上下快速反应、全面动员，提出社
区疫情防控“七个有”工作要求和“八个起来”宣
传方式，建立疫情防控最小网格，严格落实封闭
管理、集中隔离、联防联控等措施，用 9 天时间实
现新增确诊病例归零 ，36 天时间实现住院患者
“清零”，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复工复产，精准有效。 肥西坚持防疫、发展
“两不误”，实行企业正面清单管理，分行业制定
复工复市指南，率先在全市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全
复工目标。 实施重点企业“点对点”包保帮扶，出
台“惠企”15 条、“惠商”10 条等系列扶持政策，快
速推动企业达产增效。

防汛救灾，众志成城。 面对百年不遇的洪水
灾害，肥西及时启动防汛抢险和灾害救助两个一
级响应 ，组织动员部队官兵 、党员干部 、广大群
众 16.5 万人次驻堤抢险、保卫家园。 坚持大局为
重、保主保重，主动分洪圩口 6 处、面积 10.38 万
亩，为打赢巢湖保卫战作出积极贡献。 全面实施
灾后重建十大工程，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全面
恢复。

脱贫攻坚，善作善成。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视“回头看”和成效考核等反馈问题全部整改到
位，159 个扶贫项目全面完工。压茬推进脱贫攻坚
“四季攻势”，精准落实产业、就业、金融等帮扶措
施，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户“两不愁三保障”及饮
水安全底线全面筑牢。 县域结对帮扶任务全面完
成。 肥西脱贫攻坚连续四年获省级考核“好”的等
次，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创先争优 高质量发展步伐坚实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第一
要务。

上下同欲谋求发展 ， 砥砺前行创先争优 。
2020 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
上，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局面，肥西上下以实干
笃定前行，用奋斗创造业绩，保持了经济运行持
续回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迈出更
加坚实的步伐。

提前预判抓谋划、因时因势调策略，牢牢把
握发展主动权。

2020 年，肥西工业经济量质齐升，现代服务
业提档升级，现代都市农业加快发展，经济发展
强势复苏———

全年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79 家、 总数
达 266 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157.6 亿元、
增长 14.8%。 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800 亿元，
增长 25.3%。 新增省股交中心科创板挂牌企业 35
家，芯瑞达科技成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会通新
材料顺利挂牌上交所科创板。 县域工业竞争力位
居中国信通院全国工业百强县榜单第 58 位。 百
大物流园开工建设，华南城电商产业基地启动实
施。 “互联网+”现代农业蓬勃兴起，农产品网上销
售额达 7.61 亿元。

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应对风险挑战、提振经
济活力的首要任务。

2020 年，肥西大力推进精准招商、靶向招商，
修订完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优惠政策，建立产业
链链长制 ； 强化金融支撑 ， 项目推进持续加
力———

全年成功引进京东智能产业园等亿元以上
重大项目 101 个、总投资 302 亿元，到位省外资金
234.6 亿元，增长 11.2%。 人民电器产业园等 41 个
亿元以上项目开工建设， 亿帆生物等 40 个亿元
以上项目竣工投产。 132 个省重点项目、185 个市
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 201.4 亿元、279.9 亿元，
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发放政银担、税融通等金

融产品贷款 21 亿元 ， 年末金融机构贷存比达
79.9%、创历年新高。

坚持危中寻机、化危为机，加快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

肥西主动对接 “新政策”， 主动发力 “新基
建”，主动激活“新引擎”，主动培育“新环境”，动
能转换步伐加快———

出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兑现奖
补资金 1.95 亿元。 建成智慧平安小区 118 个、智
慧学校 33 所，新建充电桩 181 个，建成 5G 基站
592 个。探索推出创新券，发放专利质押贷 0.68 亿
元、科技贷 3.2 亿元。开展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承接
社会公益性项目试点， 新增经营性收入 50 万元
以上经济强村 77 个。 深入开展“四送一服”专项
行动，兑现减税降费政策 16.6 亿元。

人民至上 奋笔书写新时代答卷

以人民为中心，奋笔书写新时代民生答卷。
全力推进城乡建设———
2020 年，肥西强化统筹、提速提质，320 个大

建设项目开工建设 288 个、竣工 88 个，开复工率
达 90%。交通路网不断优化，德上高速、合六南通
道全面开工 ，三河路下穿 、集贤路南延 、创新大
道南延顺利通车 ，包公路 、公园路 、新华街改造
即将完成。 轨道交通 3 号线、4 号线延长线全面
启动 ，肥西高铁站正式运营 ，安全便捷 、高效绿
色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形成。文明创建十
大提升工程全面推进，116 个小区、16 条巷道 、6
个公园改造提升顺利完成 。 新改建农村公路
118.9 公里、扶贫道路 109 公里。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 9 座，完成改厕 1.1 万余户。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率先通过省级验收，乡村振兴实绩考
核全省第一。

生态治理有力有效———
2020 年，肥西坚持问题导向、综合施策，环境

整治成效显著，完成年度突出生态环境个性问题
整改销号 17 项、整改率 100%。 重点流域 42 项环
保工程有序实施，湖湾圩片区、卞小河流域完成
市政道路管网整改 6 条、 小区雨污分流改造 45
个。 巢湖流域禁捕退捕全面完成，建档立卡渔民
全部实现转产就业。完成人工造林 1.3 万亩、森林
抚育 1.9 万亩。 三河国家湿地公园顺利通过国家
验收，潭冲河湿地公园、滨河公园建成开放。 实施
城区市政道路绿化 15 条，完成乡村道路绿化 600
公里。

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肥西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达 85%。 城镇新增

就业 1.75 万人，实现创业带动就业 8.96 万人。 新
建公办幼儿园 10 所，在园幼儿公办率、普惠率分
别达 50.4%、83.1%。 建成市级新优质学校 4 所，新
组建教育集团 8 个。 紧密型医共（联）体基本形
成，慢性病精细化管理试点启动实施，日间病床
医保结算探索开展。 全民健身中心即将交付运
行，乡镇体育设施“三个一”实现全覆盖。 建成开
放城市阅读空间 3 家、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32
个，刘铭传纪念馆建成开放，紫蓬诗歌节、月末大
舞台等文化惠民活动持续开展。

跨越赶超 奋力挺进全国五十强

不畏山高路远的跋涉者，才能领略到最奇绝
的秀色。

不惧风高浪急的弄潮儿，才能欣赏到最壮丽
的日出。

回望“十三五”走过的波澜壮阔的五年，肥西
硕果盈枝。

过往接续奋斗的五年，肥西上下始终保持奋
斗的姿态、战斗的状态，克难奋进、勇往直前，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综合实力跨越赶超、彰显百强担当。 肥西主
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总量保持全省领先，顺利
实现挺进全国五十强战略目标，位于第 48 位，五
年跃升 31 个位次。 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三个百亿
级台阶，达到 870 亿元，年均增长 7.8%。 规上工业

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投资、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保持两位数增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突破 4 万元大关、年均增长 8.7%，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5 万元、 年均增长
9.3%。

产业高地加速崛起、挺起发展脊梁。 规上工
业产值占全市总量 14%、提升 1.7 个百分点。 拥有
亿元以上工业企业 128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56.6%， 连续 3 年入围全
省制造业发展综合十强县和增速十快县。

新城美乡华丽蝶变、充满勃勃生机。 开工大
建设项目 632 个、竣工 511 个，累计完成投资 720
亿元，建设规模、投资总量再创历史新高，城镇化
率达 65.4%。路网建设全面提速，11 条市政道路直
达合肥中心城区。 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 2700
公里，在全市率先实现城乡公交全覆盖，荣获“四
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一体推进农村环境“三大
革命”“三大行动”， 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 72 个、
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 24 个。

生态优势更加凸显、舒展绿色画卷。 新改扩
建污水处理厂 10 座， 埋设污水主管网 211 公里。
PM2.5、PM10分别下降 42%、38%。 累计完成人工造
林 7.8 万亩、建成森林长廊 1400 公里，全县绿化
率达 42.15%。 建成公园、游园 64 个，建成区人均
公共绿地达 12.34 平方米。

敢闯敢试勇当先锋、释放强劲活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完成 ，212 个试点村 “三
变”改革初见成效。 “多证合一”、企业登记全程
电子化等商事制度改革举措落实落地， 新增市
场主体 3.9 万户、总量达 7.1 万户。 “互联网+政
务服务”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事项达 100%，
位居中国社科院 2019 年度全国营商环境百强
县榜单第 2 位。开放发展步伐加快，累计到位省
外资金 1230.64 亿元， 引进 10 亿元以上重大项
目 23 个。

幸福肥西逐梦前行、开启美好未来。 累计滚
动实施民生工程 54 项， 投入资金 84.9 亿元，年
均增长 11.4%。城镇新增就业 10.02 万人，创业带
动就业 44.31 万人。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 50 万
人，建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87 个。完成农村危
房改造 2289 户，解决 16.2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
问题。

立志高远 打造城市建设新中心

不忘初心逐梦前行，砥砺奋进共铸辉煌。
奋斗“十四五”，肥西蓝图绘就———对标沪苏

浙先发县区，推进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在打造
合肥未来城市建设新中心、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强
劲增长点、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上取得明显
进展。

具体来说，即实现“一个确保、两个率先、一
个力争”———确保在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
新征程中走在前列、勇当标杆；“十四五”中期地
区生产总值在全省县域率先跃上千亿元新台阶、
财政收入在全省县域率先突破百亿元大关；“十
四五”末综合实力力争进入长三角县域前 20 强。

吹响冲锋号，夺取“开门红”。
今年， 肥西将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以上；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5%以上；
财政收入增长 4%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
以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以上 ；城镇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 GDP 增速；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
民；万元 GDP 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达市控
目标。

肥西将奋力厚植区域竞争新优势、 积蓄高
质量发展新动能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塑造
现代都市新形象 、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 、绘就
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
章 、构筑协同治理新格局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
史的新业绩。

今天的肥西，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
今天的肥西，心齐、气顺、劲足，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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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打造合肥未来城市建设新中心
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强劲增长点
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

�� 奋斗成就梦想，，实干创造未来。。
在肥西发展进程中，，2200220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肥西

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统筹疫情防控、、防汛救灾和经济
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实
现““十三五””圆满收官，，交出了一份可以载入肥西发展史册
的优秀答卷。。

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5..7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88..77%%；；财政收入增长 55..55%%，，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77..55%%；；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55..8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3..99%%；；
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66..33%%、、88..33%%。。

全新启航，，立志高远。。
未来五年，，肥西将奋力确保在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

建设新征程中走在前列、、勇当标杆；；““十四五””中期地区生
产总值在全省县域率先跃上千亿元新台阶、、财政收入在全
省县域率先突破百亿元大关；；““十四五””末综合实力力争进
入长三角县域前 2200强。。

肥西高铁站。

肥西经开区工业生产厂房。

希望的田野。

三河夜色。

江汽焊冲车间。

潭冲河湿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