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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亳州市谯城区牛集镇益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大棚里，菜农正在采摘新鲜蔬菜，及时供应节后市场。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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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苏瑞 王守明

年味未散，春意正浓。记者在淮北采访时
发现，不管是工业园区还是扶贫车间，所到之
处皆是一派繁忙。在这座资源枯竭型城市，人
们“牛劲”十足，用奋斗点燃梦想，加快实现城
市的转型发展。

招商“早” 产业转型动力足

2 月 18 日上午，淮北市召开招商引资大
会，以“开年首会”形式安排部署招商引资工
作，同时召开工业经济、园区发展工作会议。

在当日会议上， 淮北市委主要负责人表
示，该市将把握机遇抓招商，以政治的考量、
战略的眼光、全局的视野、辩证的思维、创新
的理念分析研判形势， 筑牢招商引资 “生命
线”意识，顺应“天时”、立足“地利”、依靠“人
和”，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此外，该市将补齐
短板，在“产业赋能”上求突破，坚持创新驱动
与招商带动“合力并进”；在“园区赋权”上动
脑筋，深化“放管服”改革；在“部门赋责”上下
功夫，提高服务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在“企业
赋力” 上做文章， 全面激发调动企业以商招
商、以企引企的积极性。

近年来，淮北市突出招商带动、创新驱动
两大发展引擎，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逐
步改变“一煤独大”的倚重型产业结构，产业
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 2020 年全年新开工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117 个、 总投资 605.6
亿元，完成投资 104.8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18.7% 。 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速
30.7%，居全省前列。

据了解， 今年该市将一手抓优势产业改
造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陶铝和
铝基、 先进高分子结构材料两大省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基地为依托，放大规模和集群效应，
加快陶铝新材料产业基地、 濉溪氢能产业基
地、相山电子信息产业园、杜集科创园建设。
同时，大力发展数字产业，支持“5G+工业互
联网”“5G+智能制造”等重点应用，发挥大数
据产业基地、源创客等平台作用，用数字赋能
产业转型升级。

项目“早” 平台建设有支撑

“从大年初三开始，我们就陆续组织人员
进场，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5 月底交给业主
一个满意的工程。 ”2 月 15 日，大年初四，在
相山经济开发区信息产业园污水处理厂建设
项目一期工地，一辆辆工程车辆有序穿梭，工
人们纷纷拿上工具直奔工作岗位。

据了解， 相山区信息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建设项目一期， 是为了服务园区一期入驻的
印制电路板企业。项目的建设及成功运营，将
实现废水集中收集和处理， 避免园区企业重
复建设，降低投资成本，免去经营者的“后顾
之忧”。作为淮北市第一家印制电路板污水处
理厂，相山区为了保障该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不仅妥善协调尾水网管施工涉及的土地，净
化外部环境，实现全程封闭施工，还尽心给施
工人员提供生活便利， 保障项目高标准如期
完成。

连日来， 多个有助淮北城市转型的项目
已有条不紊启动。

2 月 18 日下午，加快新兴产业高质量发
展暨 2021 年全省第二批贯彻“六稳”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现场推进会举行。 淮北分会场设
在淮北煤化工基地宁亿泰新型农药原
药及相关产品项目地块。 该市此
次集中开工的 5 个重点项
目总投资达 43.5 亿元 ，
涉及高端医药农药中
间体 、 专用化学
品、功能助剂等
多个领域，将
为 淮 北 煤
化工基地

延伸产业链条、培育发展新兴动能、打造现代
化工产业集群、 增强主导产业综合竞争力提
供强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 淮北市深入贯彻中央和省经
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 ， 聚焦实施产业升级
“个十百千”工程，落实“六稳”“六保”任务要
求，为“十四五”工业经济实现稳定开局打下
坚实基础。 在抓企业促生产方面，该市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迎新春 、送温暖 、稳岗留工 ”
专项行动 ， 鼓励重点企业通过发放留岗红
包、过年礼包等形式稳定员工队伍 ，助力节
后快速恢复生产 ；鼓励订单多 、生产任务重
的企业 ，通过错峰放假实现连续生产 ，稳定
产业链供应链 ；坚持走访服务企业 ，有针对
性地为春节期间正常生产的企业做好服务，
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

开工“早” 就业创业有奔头

2 月 18 日，濉溪县四铺镇三铺村扶贫车
间内，三铺村村民任秋利正坐在缝纫机前，和
其他几十位村民一起，加紧制作窗帘、靠垫等
生活用品。

任秋利家境贫困，两年前，她进入车间工
作。经过培训，她很快熟悉了操作流程。“多亏

党的政策好， 现在每
月收入近 3000

元。但我没
有丝毫

松懈， 要多干一些， 让劳动结出更甜蜜的果
实。 ”她说。

“由于订单供不应求，大家从年初六就开
始上班了。 ”车间负责人崔二奎介绍，三铺村
就业扶贫车间以工代训， 新员工首月不仅能
学会技术、熟练技能，还可享受 1.5 倍计件工
资福利。

“目前，这里共吸纳了 30 多名村民。 今
年将扩大产能 ，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 ，增
加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三铺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王锋说 ，“以前村里年轻人
都外出打工 ，现在有了加工厂 ，村民们不仅
可以在家门口就业 ， 陪伴家人的时间也更
多了。 ”

牛年到来， 四铺镇正以提升贫困劳动力
就业创业能力、实现稳定就业为核心，以建立
就业脱贫信息系统、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扶贫
车间带动就业、鼓励创业就业为重点，精准发
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今年， 淮北市将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帮扶机制， 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化
监测，及时做好精准帮扶；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推进资产收益扶贫；继续加强产业和就
业帮扶，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相对贫困人
口稳定增收。

只争朝夕，加快城市转型步伐

挥汗假期赶工期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2 月 19 日，合肥气温回升至二十
多度。 走进合肥庐州大道项目现场，
塔吊高悬，机器轰鸣，车辆往来穿梭有
序。 在这里，留守过年的建筑工人们，
踩着合肥“大建设”的鼓点，奏响了“大
干快上”的奋进交响曲。

“现在更要趁着好天气推进进
度，保障庐州大道建设如期完工。 ”来
自贵州铜仁的冉军， 去年 10 月来到
合肥， 今年是他在外度过的第 10 个
春节。 作为骆岗生态公园片区南北走
向一条重要交通主干道，庐州大道项
目已进入管幕顶进施工和支架搭设
关键节点，春节期间，共有 80 余人坚
守在施工一线， 管幕施工 24 小时全
力推进。

迎着朝阳，几十台大型破碎机分
立合肥南二环左转金寨路匝道两侧，
挥动“铁甲钢拳”，对 120 米长匝道进
行破碎。 这是畅通二环（西南环）工程
启动改造的又一条匝道。 为了加快市

民关注的合肥南二环改造进度， 经与
有关施工单位商定， 合肥市重点工程
建设管理局提前近 1 个月制定好春节
“作战” 计划，300 多名建筑工人选择
坚守一线，挥汗施工，只为早日让市民
“畅快”通行合肥南二环。

“节日期间安全生产重于泰山，每
天施工管理人员都要轮流前往各施工
点，察看建设情况，排查安全隐患，小
到安全帽佩戴，大到生产标准工序，容
不得半点马虎。”负责南二环改造项目
现场的合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工
作人员介绍， 为了确保项目又好又快
推进， 许多同事和他一样放弃回老家
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施工现场，同
步快速推进新建雨水箱涵、 主线桥桩
基、电排过路等多项施工内容。 目前，
南二环改造项目按计划推进。

一年之计在于春。据统计，牛年春
节， 合肥全市共有 1.6 万名建筑工人
将假期视为工期， 奋战在重点工程项
目一线，全力保障合肥“大建设”快速
推进。

授好花粉好结果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吴飞

棚外寒气未消， 棚内春意浓浓。
大年初六 ， 记者迎着阵阵扑鼻的花
香，走进砀山县葛集镇土山村的油桃
大棚， 只见一朵朵桃花竞相怒放，在
枝头嫩绿叶芽的映衬下，显得婀娜多
姿、娇艳动人。 种植户张中臣正忙着
疏花、授粉、松土，干得热火朝天 ，几
位村民还蹲在一旁向他“取经”。

“今年 2 月初 ，油桃花就陆续开
了，花期 20 天左右，包括春节在内的
这些天 ， 我们每天都在油桃棚里授
粉，授好粉坐果率才高，这样，5 月初
就有好的收成。 ”张中臣说。张中臣种
植大棚油桃有 11 年， 他家的 3 亩大
棚种了 400 多棵桃树。 他告诉记者，
在镇村的帮助下，果农们不断改进种
植管理方式，油桃的质量一年比一年
提高，价格也不断提升。

土山村油桃种植面积共计 4500
亩左右 ， 全村各家各户几乎都种油
桃。 近年来，村里引进了多个优良品
种，加大了培训力度 ，补齐了水电路
等基础设施短板，大大激发了村民发

展油桃产业的积极性。“目前油桃成为
全村的主导产业， 一亩油桃的收入达
到 3 万元左右。”土山村党总支书记崔
吉胜说。

“我家种了 3 个油桃品种，一年能
收入 10 万元左右。 自从种油桃以后，
咱村人的收入一年一个台阶。”提到油
桃种植带来的变化，张中臣兴奋不已。

近年来， 砀山县强化农业创新驱
动力， 大力发展大棚油桃等特色水果
生产，推广实施设施栽培技术，采用温
室技术，形成批次上市的时差效应，增
强了市场竞争力。目前，该县种植大棚
油桃 3 万多亩， 果农亩均收益近 3 万
元， 大棚油桃已成为当地果农脱贫增
收的“致富果”。

谈到今后油桃产业发展， 葛集镇
党委书记戴红梅谈了自己的想法：“今
年，我镇将紧紧抓住产业发展这个‘牛
鼻子’， 定期邀请专家到各村指导培
训，提高果农的果树管理水平，同时还
要打造各村的油桃品牌， 通过 ‘合作
社+电商+农户 ’的方式 ，让这些优质
油桃能卖到更远的地方， 卖上更好的
价钱，实实在在走出一条‘村美民富’
的乡村振兴之路。 ”

信心满满开工忙

■ 本报通讯员 陈波

本报记者 袁野

2 月 19 日， 记者来到位于霍山县衡
山众创园区的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只见生产线上的工人们有条不紊地操
作着。 28 岁的张程龙一大早就赶到热处
理车间，这里的工作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
轴承零件后续的加工，并最终影响到轴承
产品的精度和寿命， 尽管新年第一天上
工，但张程龙丝毫不敢马虎。

张程龙原本在外地一家旅游公司工
作，去年受到疫情影响，旅游公司生意惨
淡，张程龙也回到了久违的家乡，进了这
家新兴企业。

车间里机器设备不停地运转着，公司
负责人李政一边与员工交流、 翻看操作
单， 一边不时伸手摸一摸刚下线的产品。
“许多员工年初三就来上班了， 今年开工
早， 公司 80%以上的外地员工都留下来
了。 ”李政介绍。 “县里给了我们非常好的
投资创业空间，今年又是‘十四五’的开局
之年， 我们憋着一股劲， 争取利润再翻
番！ ”李政对发展前景信心百倍。

吹面不寒杨柳风， 初春的阳光照得山
区暖洋洋。在迎驾野岭产业园的安徽大别山

霍斛科技有限公司石斛基地里，一排排的钢
架石斛大棚鳞次栉比，排列有序。 31岁的赵
兵正在细心地照看着机械化喷淋系统给炼
苗大棚浇水，一簇簇的霍山石斛种苗在春水
的滋润下生机勃勃，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些可都是金贵宝贝， 过年的时候我们也
要每天查看，保证石斛大棚运作正常。 今年
春天来得早，再过几天，这几个炼苗大棚的
种苗就可以分棵移栽了。 ”赵兵说。

2020 年 4 月， 霍山石斛正式收载于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拥有了国家药品标
准，霍山石斛产业突破瓶颈，迈开了跨越
发展的步伐。 “通过和南京大学生命科学
院的产学研联手，我们已经研发出石斛面
膜、石斛牙膏等日化系列产品。 今年我们
还要依托迎驾集团酿造产业优势，研发出
石斛酒、石斛饮料等新型饮品，将霍山石
斛融入药、酒、食、妆等各种产品之中，让
霍山石斛产品百花齐放，闯出更大市场。 ”
公司负责人陈兆东说。

近年来，霍山县坚持做大总量、做优
增量，围绕高端装备制造、生态食品、中医
药大健康三大主导产业，实施产业链补链
固链强链行动，2020 年全县招商引资到位
内资 90.06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12.5%，
获评全省投资环境十佳县。

不负春光起好步
■ 刘洋

又是一年芳草绿，江淮沃野人正忙。 连日来，在采访
中，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工地上往来穿梭的车辆，车间内
运转轰鸣的机器， 生产线上熟练操作的工人……江淮大
地处处跃动着勃勃生机。

今年的春天脚步更早。今年春节，许多人舍弃与家人
团聚的机会而“就地过年”。 正如一幅标语中所写的那样
“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钱花”，春节期间许多企业
“不停工”“不打烊”，许多项目工地也是热火朝天。这些场
景，既生动又让人感动，让牛年的春天早早到来，可谓“动
人春色倍还人”。

今年的春天起点更高。 2020 年，我省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如期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皖美”收官。
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这
就要求我们把全面小康作为新的起点，不负春光，抓紧每
一天时间、干好每一件实事。 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
我省各地迅速行动，抓工作部署、抓项目建设，努力在新
的起点上实现起跳。

今年的春天干劲更足。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迫切要求我们强化 “两个坚
持”、实现“两个更大”，全面开启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
建设新征程，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一年之计在于春。 我们要立足于“早”，着眼于“高”，
付诸于“行”，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开
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的精神状态，用勤劳的双手创
造丰硕的果实。

本版策划 记者部

▲ 2 月 20 日，春节刚过，来安县三城镇涧
里村的大户抢抓农时， 组织植保无人机、大
型农业植保机械对小麦进行田间除草、病虫
害防治，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摄

荨 2 月 19 日，黄山市徽州
区西溪南镇坑上村的茶园

内， 茶农正在安插 “粘虫黄
板”。 据悉， 该村拥有茶园
2420 亩，全面实施病虫害绿
色防控，通过“粘虫黄板+生
物农药+生态农艺”模式，改
善茶园生态环境，提升茶叶
品质。

本报记者 潘成

本报通讯员 闫艳 摄

2 月 19 日，在宣城市宣州区寒亭工业集中区早川电子有限公司车
间，工人正在全神贯注地从事生产。据了解，正月初五，该公司 115 名工
人全部复工。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宋本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