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

全省常住人口 6102.7 万人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安徽人口“家底”公布！ 5 月

18 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省统计局公布了
安徽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数据显示：
全省常住人口为 6102.7 万人， 比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
152.7 万人，增长 2.57%，年均增长 0.25%。 10 年来我省
人口保持平稳增长。

从性别比例上看 ， 男性人口为 3110.3 万人 ，占
50.97%；女性人口为 2992.4 万人，占 49.03%。 常住人口
性别比由第六次人口普查的 103.39 略升为 103.94，人
口性别比基本稳定。

从人口年龄构成看， 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
1174.3万人， 占19.24%；15-59岁人口为3781.5万人，占
61.96%；60岁及以上人口为1146.9万人，占18.79%，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为915.9万人，占15.01%。与第六次人口
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1.47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5.25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
重上升3.7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78
个百分点。少儿人口比重上升，表明生育政策调整取得

了积极成效。 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
进一步加深，我省仍将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从地区人口分布看，16 个市中，常住人口超过 800
万人的市有 2 个，在 300 万人至 800 万人之间的市有 8
个， 少于 300 万人的市有 6 个。 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
比，有 6 个市常住人口增加，分别为合肥、阜阳、亳州、
蚌埠、 芜湖、 滁州， 分别增加 1912854 人、600351 人、
146187人、131941 人、99353 人、49186 人。

全省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3559.5万人，
占58.33%；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543.2万人，占41.67%。
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001.8万人，乡村
人口减少849.1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5.34个百分点。
这表明，我省加快实施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稳步
推进以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持续推动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取得了明显成效。 (下转 3 版)

·政务发布·

安徽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7版）

5月 18日，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线上，工人在生产与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合作研发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从今年 2 月开始，该公司 24 小时不停工，日产疫苗超百万剂。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皖产新冠疫苗加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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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俄 元 首 将 共 同 见 证
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 日宣
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5 月 19 日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

中共安徽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 5月 17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

谱写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新篇章
安徽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热土。 建党

百年来，安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砥砺前行、改天换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安徽考察指
导，给全省人民巨大的鼓舞鞭策、全方位地把脉定向、
系统地科学指导。 今天的安徽， 发展能级显著提升，
GDP 总量居全国第 11 位， 人均 GDP 居全国第 13 位，
从“总量居中、人均靠后”迈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
发展动力蓬勃强劲， 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9 年稳居全国
第一方阵，从“要素驱动为主”迈向“创新驱动为主”；发
展格局位势突出，重大国家战略叠加实施，从“承东启
西”迈向“左右逢源”；发展成色更加充足，484 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00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31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 回望奋
斗路，阔步再出发。 安徽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
生态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只有毫不动
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 政治执行力， 才能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
任。 近年来， 安徽省委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认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
质量发展。一是坚决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扎实学习和贯
彻党章，严格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巩固深化“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 推动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一体推进学党史、抓整改、
正作风。 在全国省级党委率先探索施行党内政治监督
谈话制度。二是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出台关
爱干部 20 条、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办法，推深做实农村
基层党建“一抓双促”工程、城市基层党建 “三抓一增

强”工程，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两个覆盖”质量持续提
升。三是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届省委每年开
展一次警示教育，先后开展“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
“讲忠诚、严纪律、立政德”和“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
案促改”警示教育、以“四联四增 ”为主要内容的深化
“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及“回头看”，引导党员干部自觉
践行“三严三实”。 四是坚决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
建设。 在全国率先出台巡视整改工作成效评估办法及
指标体系，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干部清
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全省蔚然成风。

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各项事业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安徽坚定不移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动全省党员干部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建立领导班子决策前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制度，制定实
施省委《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若干
规定》，实施“三查三问”监督机制。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作为科学行动指南，在全省
部署抓学习做到融会贯通、抓宣传做到深入人心、抓调
研做到明晰思路、抓落实做到落地生根的“四抓四做”，
把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提出的目标要求落到实处。实践
中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

南。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牵住创新这个“牛鼻
子”，就一定能够以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激发高质量发

展“最大增量”。安徽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
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强省战略、
科教兴皖战略、人才强省战略。 面向“最前沿”铸创新矩
阵，启动建设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以国家实验室为
内核、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基石、以合肥滨湖
科学城为载体、 以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外延、
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省建设为网络的“五个一”创新主
平台立柱架梁，“3+4+N” 大科学装置集群布局初步形
成。 针对“卡脖子”技术问题，扩容实施科技创新攻坚计
划，“墨子号”、“九章” 量子计算机、“嫦娥钢”“质子刀”
“量子显微镜”“柔性可折叠玻璃” 等一批重大创新成果
相继问世，量子通信、动态存储芯片、陶铝新材料、超薄
玻璃等领域实现并跑领跑。 面向“大市场”促成果转化，
启动运营“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的安徽创新馆，成功
举办首届中国（安徽）科交会，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
千亿元，科技成果加速从“书架”走向“货架”。

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

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制造业强则国家强。 制造业搞
上去了，实体经济就能搞上去。 安徽不断推进工业现代
化、提高制造业水平，就一定能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根
基。 安徽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
统筹推进“三重一创”建设，实施“个十百千”工程，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制造
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战略性转变。 高端布局优势
产业， 智能制造工程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深入实
施，海螺集团、铜陵有色蝉联世界 500 强。 前瞻布局新
兴产业，做大做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十大新兴产业，集成电路、新型显
示、 人工智能和先进结构材料入选首批国家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 优化布局现代服务业，推动现代金融、
会展经济、 观光旅游、 商贸流通等现代服务业升级发
展。 抢滩布局数字产业，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
区块链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下转 3 版)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主席会议
张昌尔主持并讲话

决定五月下旬召开省政协十二届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暨资政会

本报讯 （记者 李浩 见习记者 朱

茜）5 月 18 日，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
昌尔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十二届五
十五次主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
委决策部署，持续聚焦我省“十四五”发
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强化委员担当、坚持
双向发力，提高履职水平，为加快建设新
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广泛凝心聚力。

会议认为， 省委省政府应对此次疫
情有序有力有效。 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
常委会会议暨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和省委专题会议精神， 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坚决防止麻痹大意，始终
保持高度警惕， 配合做好当前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要发挥政协化解矛盾、凝聚共
识重要渠道作用，鼓励委员主动发声、正
面发声， 汇聚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强大合
力， 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十二届常委
会第十八次会议暨 “加快科技创新攻坚
力量体系建设，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策源地”资政会议程（草案）、日
程，决定五月下旬召开此次会议。会议强
调，要精心筹备会议，聚焦省委省政府相
关文件的落实情况， 聚焦重点领域、行
业、企业、产品，聚焦产业链打造，聚焦创
新人才建设，聚焦创新环境优化，聚焦学
习先发地区经验等方面， 精心打磨建议
案、 大会发言等， 不断深化创新省情认
识、凝聚创新发展共识、助力加快打造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政协安徽省委员
会 《关于强化委员责任担当的实施意见
（草案）》。 会议强调，强化委员责任担当，
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的重要要
求， 是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在省域治理现
代化中优势作用的关键所在。 要引导委
员强化委员意识，增强政治、履职、引领
责任，自觉提高履职尽责本领。要做好委
员履职服务管理工作， 推进全体委员更
好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莉、肖
超英，副主席姚玉舟、李修松、韩军、孙丽
芳、郑宏、郑永飞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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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孝东

见习记者 李明杰）5月 18
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举行第八十九次主
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沈素琍
主持会议， 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宋国权，副主任谢
广祥、刘明波、沈强、魏晓
明，秘书长白金明出席。

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
（草案） 及相关工作的汇
报， 决定这次常委会会议
于5月26日至28日在省人
大常委会机关举行。 主任
会议建议常委会会议的
议程为 ：审议 《安徽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
法（修订草案修改稿）》；审
议 《安徽省林长制条例
（草案修改稿）》；审议《安
徽省自然保护区条例（草
案修改稿）》；审议《安徽省
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草
案）》；审议《安徽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安徽省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
决定（草案）》；审查和批准
《合肥市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 》《合肥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合肥市城市节约用水
管理条例〉的决定》《蚌埠
市大遗址保护条例 》《阜
阳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 审议省人民政府关
于我省侨务工作情况的
报告；审议省监察委员会

关于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情
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安徽省2021年省级预算调整
方案（草案）；听取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
省2021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审
议“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0年度述职报告；审议省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
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了省人
大有关专委会、 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和综合办事机
构负责人就相关议题所作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关于在全省各级人大代表中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意见的汇报，原则通过
这个“意见”，并就抓好贯彻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各专委会和工作机
构、综合办事机构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机
关纪检监察组组长等列席会议。

(3版)

“法治门诊”解烦忧暖民心

《光明日报》5月 17日推出四个整版《奋斗百年路 启航

新征程（辉煌印记·安徽篇）》

安徽：在红色征途中不断创造新辉煌

·中央媒体看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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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永放光芒 初心照耀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福建篇

·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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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5 月 18 日，省长王清宪
赴芜湖、 马鞍山市督导调研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防汛备汛等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
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强化系统观念，坚决守牢底线，统筹
做好水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加快推
进皖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凤凰颈排灌站是引江济淮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巢湖流域综合治理的骨干工程。 王清宪详细了
解工程建设情况，他指出，要立足全局、着眼长远，
统筹水资源配置、水环境改善、航运等多重功能，高
质量推进工程建设，最大程度发挥综合效益。

我省已进入汛期， 长江流域防汛丝毫不能松
懈。 王清宪检查了无为大堤神塘河泵站建设现场、
驷马山乌江枢纽，了解防汛准备工作。 他强调，要坚
持底线思维，精心做好汛前检查、物资储备、堤防加
固、动员培训等工作，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

长江岸线清理整治是生态保护修复的重点。 王
清宪乘船沿江察看河势水情、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和
植绿复绿情况。 他指出，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
域系统性出发，坚决抓好长江“十年禁渔”、治理非
法采砂，早日重现“一江碧水向东流”的胜景。 在马
鞍山薛家洼生态园、滨江湿地公园等考察时，王清
宪说，生态环境是生活环境、发展环境，也是社会心
理环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
造福人民”的嘱托，把生态修复与景观建设结合起
来，做到还江于民、还绿于民，全力打造安徽的“杭
嘉湖”、长三角的“白菜心”。

督导调研中，王清宪强调，要用系统论的思想
方法分析问题，把握好经济发展、生态环保和水利
工程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系统谋划、统筹治理、协
同发力，算好“生态账”“总体账”，做到“水污染岸上
治”，把科学治水落实到新阶段现代化美丽长江（安
徽）经济带建设中。 要立足沿江地区丰富的历史文
化和生态资源，做好长江文章，讲好皖江故事，用市
场化的方式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将八百里皖江打造成安徽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王清宪还督导检查了马鞍山市采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落实情况。 他指出，基层卫生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可疑病例闭
环管理，当好疫情防控的“守门人”。 要扎实做好当前疫苗接种组织工作，优化接种服
务，强化供应调度，规范安全接种，筑牢疫情防控的群体免疫防线。

·红色地图 梦幻联动

红绿相间映初心

省委巡视办主要负责同志就《关于加强巡视
巡察上下联动的实施意见》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