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煤城的“绿色逆袭”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黄顺

天朗气清， 惠风和畅———抬头望去，是
晴空万里的“天空蓝”。

层峦叠翠， 碧波荡漾———放眼四顾，是
心旷神怡的“生态绿”。

在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中，淮北市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全局，在加快转
型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如
今， 这个老工业城市正在加快建设经济强、
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淮北新
征程上奋力书写新篇章。

文明之城、好人之城、诚信之城、生态之
城 、平安之城 、绿色低碳之城 、创新创业之
城、智慧之城……今天的淮北，一张张金名
片熠熠生辉。

抓创新

激发转型发展强大动能

众所周知，陶瓷比钢铁硬很多，但很脆，
一摔就碎；铝是常用轻金属，但很软，一掰就
弯。 上海交大王浩伟教授团队则让铝里“长”
出陶瓷，具有高刚度、高强度、高抗疲劳、高
阻尼、耐高温、低膨胀、低密度等诸多优异性
能，在军工、航天、航空、民用等领域有着广
泛应用空间。

2020 年，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在
安徽创新馆仔细察看了陶铝新材料展品，给
予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

面对亟待破解的转型难题，淮北市瞄准
省委提出的“34155”目标要求，抢抓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政策机遇，加快段园省际毗邻地
区新型功能区和省际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坚
持创新驱动招商带动“合力并进”，推进“产
业赋能、园区赋权、部门赋责、企业赋力”，打
造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示范区。

“五群十链”现代产业体系初步构建，以
碳基、铝基、硅基、生物基、高端装备制造、大
数据产业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
续在“快车道”上提质增效，省级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地数量全省居前。
2020 年，淮北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速

30.7%，居全省第一位，高于全省 12.7 个百分
点。 全市入库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123 家。
“科技创新催生产业发展新动能” 入选中国
改革 2020 年度典型案例。

在淮北，正在发展壮大的陶铝新材料产
业备受瞩目。 淮北市陶铝新材料和铝基高端
金属材料重大新兴产业基地现有涉铝企业
80 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7 家，高新技
术企业 23 家。 2020 年完成产值 156.4 亿元，
同比增长 12.4%。 近 3 年基地产值增速为
19.15%。 “高性能陶铝活塞产业化”项目入选
科技部重点专项，航空材料用锭、汽车轻量
化等产能正加速释放。

精心培育发展“新字号”的同时，淮北扎
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老字
号”。 三次产业结构 2020 年为 7.2∶41.7∶51.1。
淮北市从挖煤卖煤的“煤黑子”成为创新驱
动发展的先行者。

优环境

夯实转型发展绿色根基

今年 “五一”， 濉溪古城改造后正式迎
客。南大街、石板街、乾隆湖……古城及其周
边的美丽风景让八方游客为之倾倒。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湖景区曾是濉溪县中心
城区内最大的采煤沉陷水域。 经过综合治
理，乾隆湖旧貌换新颜，成为独具特色的城
市花园。

在淮北，“一带双城三青山、六湖九河十
八湾”的城市风貌令人心驰神往。

俯瞰淮北，呈“川”字形分布的相山、泉
山、龙脊山，峰峦起伏、峰壑争秀，既是城市
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屏障，也是重要的旅游
资源。 100 平方公里的城区中心湖带“六湖连
珠”。 尤其是碳谷湖、绿金湖、南湖三湖景区
被一条绿道串联起来， 形成城市核心景观
区。 骑着单车，沿着一条绿荫道路就能欣赏
三个湖。

“开门即见绿，醒来听鸟鸣。 ”这曾是生
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梦寐以求的事，如今在淮

北市民看来再寻常不过。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
淮北的山是石质山，不宜造林。 石质山

地在淮北多达 19.8 万亩。为了让石头缝里长
出大森林，淮北人立下愚公志，代代来相传，
独创的“七步造林法”石质山绿化经验，让一
座座“秃山”变为森林公园。 淮北先后获评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 中国绿色发展优秀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淮北本没有湖。 建市 60 余年来，淮北累
计为国家供应原煤 10 亿多吨， 鼎盛时期年
产量接近 3000 万吨。 但地下水降落漏斗区
也达 300 平方公里。为了让“疮疤”变“美景”，
该市积极破解采煤塌陷区治理难题，加快实
施河湖连通工程， 累计治理塌陷区 18.63 万
亩， 还捧回国家 11 家部委和单位联合颁发
的第十届“中华环境奖”优秀奖奖杯。

促共享

牢记转型发展初心使命

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淮北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转型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群众获得感
持续增强。

近年来，淮北民生投入占财政总支出始
终保持在 80%以上，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连续多年高于 GDP 增速。

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 淮北从文明创
城梦到开通高铁梦，从拥湖发展梦到淮水北
调梦……六个美好梦想变成现实。 特别是
22 年持续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终以全国
第三、全省第一的成绩获评第五届全
国文明城市。

谋全局，“多规合一”， 解决
现有各类规划自成体系、内容
冲突、 缺乏衔接的问题，将
“公园城市”理念融入城市
规划建设 ， 城镇化率达
65.88%，居全省第四 、皖
北第一。

落细处， 解决老百
姓关注的历史遗留“难

办证”问题 11 万户，改造棚户区 14
万户，房企破产和解“淮北模式”写入
最高法工作报告。 淮宿蚌高铁、淮阜高
铁等项目开工建设， 城乡一体化公交在
全省率先实现一元钱“村村通”。

看长远，高标准推进东部新城、南部次
中心、高铁新区、凤凰新城、双堆集中心镇新
城等新城新区建设，农民进城，人口集聚；积
极推动城市大脑建设， 完成 937 类、13 亿条
数据整合归集。 5G 实现全面商用。

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推行“一组一会”党
建引领下的乡村善治之路，打造新时代“枫
桥经验”淮北版。

牢记初心使命，以淮海战役“全民动员
全面动员全力支前” 精神推进脱贫攻坚，全
市 22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省建档立卡贫困
户全部脱贫。

连续 10 年获评全省综治工作 （平安建
设）先进市，“皖北最稳定的城市、全省最稳
定的城市之一”局面持续巩固。

……
这片土地的巨变，值得以历史的眼光细

致打量。
新时代的春天里，淮北在更高质量转型

发展新征程上加快奔跑。

题图：“六湖连珠”绘就美丽淮北。

淮北味道 香飘全球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我们以严格的质量管理和监管标准，严
把食品安全关，努力将产品打造成‘一罐有
身份的罐头’， 赢得了国内外广大客户的信
任。 ”安徽贝宝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淮北市相
山经济开发区，该公司负责人日前接受采访
时不无自豪地说。

贝宝食品是集果蔬种植、加工、销售、研
发为一体的出口型企业， 年产罐头 5 万多
吨，创汇 2 亿多元，带动周边 500 多人就业。
该公司生产的芦笋、蘑菇、草莓、什锦水果等
30 余种果蔬罐头，销往山东、河南、浙江、上
海等国内省市以及欧美、 东南亚和非洲各
国。 贝宝食品不但派出技术员指导农民种植

水果， 还保持本地和外地收购价一视同仁，
让黄桃等水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桃”，大
大带动了周边农户种植水果的热情。

同样是在相山经济开发区， 安徽鑫乐
源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食品饮料研发 、
生产 、 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主营膳食纤维系列产品。 近年来，该企
业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
中小企业 、安徽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等荣
誉称号。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企业生
产经营情况良好，市场需求旺盛。 为充分利
用公司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公司与业内
多家知名企业合作，受委托加工饮料。

食品工业已成为淮北市主导产业之一。

近年来，鲜满多、金富士、中农批、完
美生物科技等一大批知名食品加工企
业相继落户淮北， 相山区也成为全国食品
工业强区。 相山区政府负责人表示，该区围
绕绿色食品、生物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服
务业，积极推进大建设、大招商、大发展，先
后有 200 多家企业投资落户。 下一步，相山
区将坚持“突出品质、彰显特色、错位发展”
的思路，加快推进食品工业转型升级，大力
推进产城融合，依托“健康食品小镇”，进一
步发展壮大营养保健食品、 方便休闲食品、
绿色有机食品产业，打造全国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绿色食品（生物科技）产业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 5 月 14 日 ，相山
区人民政府与淮北师范大学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决定共同建设大学科技园，着力打造
相山区区域经济发展、自主创新创业、产学
研结合的新基地，重点引进生物科技、电子
信息以及两者相互融合的高新技术产业 ，
辅以金融、 检测中心等与产业孵化相关的
配套机构。

小小种子 造福乡亲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李莹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时值小麦灌浆关键
时期，展望即将到来的收获季，濉溪县百善镇前营
村村民赵宗大兴奋不已。

54 岁的赵宗大是当地有名的良种繁育户。 他
承包了 80 亩土地，用于小麦良种繁育。“我现在用
的品种是柳麦 618，抗倒伏、高产，去年产量是 9
万斤，每斤 1.26 元。 ”赵宗大说。

柳麦 618 是安徽柳丰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的拳头产品， 是柳丰公司自主选育的小麦品种。
“我们与省农科院、 安农大等多家科研院所合作，
组建产业创新团队， 设立安徽省作物学会专家工
作站，在海南三亚设立南繁育种基地。 ”在百善镇
道口村，记者遇到柳丰种业负责人刘超。他自豪地
告诉记者， 公司多个品种今年将进入审定阶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该公司还带动逾 50 个家
庭农场开展育种，带动周边 4 个村 5000 多户
群众就业。 “育种材料由我们提供，我们开
展免费培训服务，同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
收购。 ”

色选、称重、包装……位于百善镇
的安徽永民种业公司种子生产车间
内一片繁忙。 自动化流水线上，一粒
粒颗粒饱满的大豆良种经过严格筛
选后 ，“排队 ”登上货车 ，被运往全国
各地。 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公司日加
工良种 15 万公斤 ， 为 400 多家经销
商送去优质良种 ，也给农民带去丰收
的希望。
濉溪县有种植小麦的习惯和得天独

厚的区域优势， 是全国重点产粮大县、国
家制种大县。 目前该县拥有种子繁育及种
子代加工企业 18 家，生产的良种除满足本地

需求外，还销往全国多地，年销量 2.49 亿斤，年
销售额 4.98 亿元。

近三年，该县县级财政配套投入 1.065 亿元，
建成 40 万亩高标准农田； 投入 6500 万元用于小
麦赤霉病防控，投入 407 万元实施小麦种子包衣。
围绕解决种业“卡脖子”问题，该县强化与农业院
校(所)强强联合，打造院企合作样板，培育更多、更
好适宜黄淮海种植的小麦品种， 同时加强对制种
“三圃田”的建设，稳定种性，助力“濉溪良种”成为
最好、最优的种子。

近日， 濉溪县顺利通过国家制种大县奖励项
目答辩，将连续 5 年获每年 3000 万元的中央奖励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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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巡礼··淮北篇

▲ 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图为村民
在濉溪县韩村镇扶贫产业园采摘葡萄。

淮北市一景。。

▲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驶上 “快车道”。
图为安徽京信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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