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泾县以“打基础、强筋骨”为主线，
聚焦“四个泾县”建设、大力实施“五大会战”，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有力
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完成。 先后获
评国家园林县城、全国交通强国试点县、国家传
统知识产权保护试点县、 中国魅力文化旅游名
县、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等荣誉称号。

开拓奋进、蓄势积能，彰显“活力”

重点改革深入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事业单
位车改全面完成，乡镇综合执法改革有序推进。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成立文旅集团、 交实公
司、振兴乡村公司、林发公司、牛投公司，发挥国
有资本在基础建设、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等方面
引领作用。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薄弱村全部清
零，新增集体收入 50 万元以上村 6 个。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结合“十四五”规划编
制，谋划储备项目 85 个、总投资 107 亿元，实施
重点项目 181 个、总投资 445 亿元。 青弋江治理
工程全线完工，牛岭水库通过导截流验收。桃花
潭文创小镇入选省级特色小镇。坚持招商“实绩
论英雄”，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36 个，增长 10%。
强化项目保障， 争取省级预留土地指标 1.7 万
亩，实施增减挂钩 1000 亩，报批林地 2115 亩。

解难纾困实体经济，减税降费 2 亿元，兑现奖扶
资金 1.6 亿元，新增贷款突破 20 亿元。 深入开
展“四送一服”专项行动，在宣城市率先出台优
化营商环境 16 条、推行“不见面”开标，获评安
徽省投资环境十佳县。

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实力”

工业经济稳步向好。 深入实施工业提速大
会战， 全力推进电机泵阀智能制造基地一期征
迁， 电机泵阀产业成功入选省级县域特色产业
集群（基地）。电动机质检中心通过省级评审。皖
南电机荣获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称号，
获国家专项节能电机补贴支持。 宣纸产业融合
发展步伐加快， 宣纸小镇一期完成主体工程，
“宣笔之乡”通过国家专家组复评。 坚持科技创
新，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8 户、规上工业企业 13
户，2 户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评定。

文旅融合提质增效。 深入实施旅游提质大
会战。桃花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全面启动。
青龙潭景区、 狮子山主题乐园等 6 个项目建成
运营，白马坑公园、琴溪野生动物园等 21 个项
目通过预审，水西书院、壹境度假村等 22 个项
目有序推进，成功举办国际山地自行车公开赛、
中国农民丰收节。 “宣纸上的山水画卷”主题口

号荣登博鳌国际旅游奖年度 IP 形象榜单。 成立
泾县民宿协会，开展最美民宿评选活动，树立行
业健康发展新标杆。 皖南川藏线入选全省十大
最美茶旅路线。承办全省网商大会，网络销售额
突破 10 亿元，获评省级农村电商优化升级工作
示范县。

现代农业稳定发展。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大
会战。 持续推进“三乡”工程，实施产业项目 30
个，社会投资额达 35.2 亿元。 筹建长三角绿色
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省级农业科技园区。
培育休闲农业示范点 8 个， 新增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160 家。 预计全年完成农产品加工值 105
亿元，茶叶综合产值突破 10 亿元。

尽锐出战、攻坚克难，体现“担当”

脱贫攻坚圆满收官。深入实施脱贫攻坚“十
大提质行动”， 建成到村产业项目 34 个，8863
名有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全部实现就业。 剩
余 112 户、251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两不愁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实现动态清零。

环境保护卓有成效。 深入开展“三大一强”
专项行动，扬子鳄保护区整改工作有序推进，突
出环境问题、核查遥感点全部整改到位。全力推
进专项治理， 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取得明显成
效。 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全面启动青弋江
流域禁捕工作，有效防治松材线虫病。县域生态
环境质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公共资源普惠共享。 投入资金 8.7 亿元，深
入实施 33 项民生工程。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保障
全面提标，养老保障体系更趋健全。优化教育布
局，实施义务教育“改薄”项目。县医院晋升三级

综合性医院，新建、改造提升村卫生室。 皖南新
四军干部学院挂牌成立。 国家养老皖南示范基
地入选全省首批职工疗休养基地。 《宣纸志》荣
获省优秀史志一等奖。

力补短板，提升能级，刷新“颜值”

城市更加宜居。深入实施城市提品大会战。
建设重点项目 25 个，完成政府投资 8 亿元。 实
施补绿、添彩、增亮行动，新建主题花境 、小游
园， 新增绿化面积 5 万平方米。 实施 “活水润
城”，东线片区实现水系联通。 改造老旧小区 4
个、完成棚改 210 户。

交通更加通畅。深入实施交通建设大会战。
建设重点项目 15 个， 完成政府投资 4.2 亿元。
芜黄高速泾县段隧道全线贯通， 宣泾高速开工
建设，宣池高速启动前期工作。实施农村公路扩
面延伸工程、安全防护工程。打造全省首座公路
文化展示馆， 小岭路入选全国 “十大最美农村
路”。创成全国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试点
县。

乡村更加靓丽。 投入资金 1.2 亿元，全面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出台 《农民建房管理办
法》，开展集镇、街道立面提升。建成省级美丽乡
村中心村 14 个，村庄整治示范村 34 个、提升村
22 个。 推进农村“三大革命”，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实现全覆盖。 启动蔡村镇赵村乡村振兴示范
点建设，打造农村集成改革先行区。后山村获评
全国美丽休闲乡村。 投入资金 8000 万元，改造
农网项目、整合杆线。 完成水库除险加固，建设
高标准农田 9000 亩、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2
万亩。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第一个五年。泾县将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提质增
速、乘势而上”为工作总要求，牢牢把握“生态泾
县、绿色发展”主基调，全力以赴在加快建设美
好泾县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提质增速 乘势而上

泾泾县县 奋力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加快高质量发展

泾县城区。

正在生产中的伊士达耐腐容器。

中国宣纸博物馆。

桃花潭。。

智能化财富管理

创新满足新春理财需求

春节期间， 走进浦发银行合肥分
行营业大厅，中国结、福字、春联、牛年
吉祥物等饰物的精心装扮和员工的热
情问候洋溢着节日的喜悦氛围。 节日
期间， 浦发银行特别推出牛年贺岁存

单和辛丑牛年贺岁借记卡， 为新春贺
岁更添仪式感。 客户可以用贺岁存单
存下具有纪念意义的心意数字，以“心
有灵犀” 的方式为亲人送上祝福。 此
外，浦发银行为牛年贺新春，特别推出
贺岁“鸿牛卡”，并开放“靓号”申请服
务，将“心怡数字”暗藏于卡号中，将新
年祝福和愿望蕴藏其中。

此外，在推出“日、鑫、悦、益”系列

理财产品的基础上， 为了满足春节期
间广大客户的理财需求， 浦发银行进
一步丰富银行理财产品的节日供给，
满足客户多样化投资需求。 客户节日
期间仍可通过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等
渠道，随时随地浏览全品类投资产品，
使春节投资理财“不打烊”。 同时推出
数字人智能导购和理财提醒服务，帮
助客户实现资产价值的稳健成长。

打出金融服务组合牌

护航安心祥和年

为了护航安心祥和年、回馈广大客
户，浦发手机银行推出的“空中营业厅”，
实现了银行卡挂失、账单打印、密码重置
等原本需要在传统网点办理的业务线上
化；并为有购汇需求的客户，推出了资产
申报查询、全线上留学汇款、外汇汇率提
醒等服务， 在春节期间为客户提供全天
候、不间断的便捷服务。

除此以外，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打
出金融服务组合牌， 在保障假期金融
服务不间断的同时，推出“年货礼包”
“代发客户专属礼包” 等一系列权益，
囊括酒店住宿、餐饮美食、贺岁观影、
手机话费、音乐会员、追剧会员、网购
消费券等多种权益；浦发信用卡“小浦
惠花” 也同步提供线下多重优惠，“浦
惠到家” 平台携手包含食品类、 生活
类、家电类、手机数码类等知名品牌为
客户提供回馈，既为春节增添了喜庆，
也为公众送去了优惠和福利。 浦发银

行致力于以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保障民生普惠， 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增
色添彩。

线上线下双联动

浦发助力云团聚

心在一起，哪里都是年。 除了以金
融力量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保障外，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还在春节期间，举
办“靠浦新春”系列活动，为就地过年
的人们送上祝福和温暖。

春节前后，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在
全辖营业网点组织开展“靠浦全家福”
活动， 前后共邀请 300 余组家庭前往
营业网点拍摄全家福合影， 同时还通
过线上 H5 晒福互动，向广大网友发起
云晒福的邀请，打造“云团圆”的暖心

氛围。 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让就地
过年的人们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
团聚的幸福。

趣味模式晒心愿

聚焦城市守护者

除了精彩的“靠浦全家福”征集活
动外，春节期间，浦发银行合肥分行还
同步开展了“点亮靠浦新愿”的新春活
动。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在合肥多处地
标发布“点亮靠浦新愿”公益宣传视频，
向疫情期间默默奉献的医护工作者、乡
村教师、建筑工人、环卫工人、消防员等
表达感激与祝福，并邀请广大网友通过
参与微博端话题链接，生成专属心愿海
报，许下对 2021的新年期盼。

此次“靠浦新春”活动在微博端阅
读量共达 470 万， 同时也引发了广大
网友的热烈讨论。 通过趣味的互动形
式，将人们对 2021 新年的满切期待装
进“时光胶囊”的心愿海报中、将团圆
时刻的幸福刻进一张张全家福中，既
对过去一年默默付出的人们致以感激
和祝福，也让“就地过年”的行动赋予
温情和关怀。

践行社会责任，聚焦服务公众。新
的一年，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将继续秉
承 “金融为美好生活创造价值 ”的服
务理念 ，以服务大众为根本 ，以推动
社会发展为己任 ， 持续投身公益事
业，为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贡
献力量。

““靠浦新春””庆佳节 ““就地过年””暖人心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2021年春节，注定是不一样的春节。 面对疫情防控的
严峻形势，全国多地先后向人民群众发出了“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鼓励外省务工人员
就地过年。 为认真贯彻疫情防控政策，响应政府倡议，浦发银行合肥分行组织开展了“靠浦新春”
系列活动，精心准备了特色金融服务和多重新春活动，为甘愿奉献、自愿留守的务工人员提供更
多更优人性化、暖心的保障，为大家营造新年团圆的气氛，送上真挚衷心的祝福。

浦发银行合肥分行多措并举护航祥和年

““点亮靠浦新愿””公益视频展播。。

““点亮合肥 点亮靠浦新愿””灯光秀。。

““靠浦全家福””活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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