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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十
四五”发展开局之年，滁州市琅琊区立足新发展
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切实把高质量摆上更加
重要的战略位置，谋求更持久的发展动力，实现
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坚持产业强区

推动工业经济由制造转智造

在综合实力上力争再突破。 抓好中采无纺
布 、国材中安智能装备 、美心卫生用品等项目
推进 ，力促项目早竣工投产 ，尽快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 精准施策培育企业做大做强，争取
企业订单转移、总部转移，重点培育金春股份、
元气森林 、光智科技等骨干企业 ，打造年产值
20 亿元、10 亿元和 5 亿元企业梯队。 围绕非织
造和食品医药两大主导产业，充分发挥金春股
份 、元气森林等龙头企业引领作用 ，延伸产业
链条，壮大产业规模，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新增
规上工业企业 8 家以上 ，工业 、技改投资均增
长 20%以上。

在技术攻坚上力争再突破。 引导传统企业
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加快改造升级，提
升产品竞争力。 持续深入开展“四送一服”活动，
对企业反映困难问题实行清单销号管理， 真正
做到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新增市级以上企
业技术中心 2 个、专精特新企业 6 家以上。 新增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3
家以上，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分别增

长 8%、20%以上。

坚持转型升级

推动三产发展从传统向高端

加快发展高质量现代服务业。坚持生产性
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双轮驱动，推动生产性
服务业向专业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多样化
升级 ，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 5 家 、限上商贸流
通企业 40 家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8.5%以
上。 制定出台楼宇经济发展规划，盘活老区政
府大楼 、原一院门诊部大楼资源 ，启动总部经
济大楼建设 ，加大楼宇项目招引力度 ，打造一
批集金融服务、中介机构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服
务业产业园。 改造提升传统商贸业，加快清流

街 、悦达 889、古城文化街等特色商业街区转
型发展，推动琅琊玖玖金鹏广场加快建设。 聚
焦培育数字经济， 扶持壮大万声 AI 大数据江
淮交付中心，大力建设新型智慧城区。 加速电
商产业发展 ，支持滁州跨境电商产业园 、云伙
计等电商产业做大做强 ， 新增电商经营主体
70 个以上，争创国家级电商示范园区 、示范企
业各 1 家。

坚持城乡一体

推动特色农业变提速为提质

在城乡融合上再突破。紧密结合当前新技
术 、新趋势 ，发展集观光 、休闲 、体验 、旅游为
一体的近郊特色农业，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深
入挖掘涉农街道资源，精心打造醉美琅琊乡村
旅游路线。 大力实施农田水利建设，促进高标
准农田开发 、农业产业 、农村改革 “三融合 ”。
确保粮食安全，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6 万亩以
上 ，加大蔬菜保供基地建设力度 ，蔬菜播种面
积 3 万亩以上。继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
平 ，扎实推进土地增减挂工作 ；在品牌特色上
再突破。 做大农业品牌优势，加大优质绿色农
产品供给。 重点推进邓坝蔬菜标准园、九华华
源药业中草药生产加工、新昌田园综合体等项
目，打造一批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
基地。 大力发展中草药百蕊草、绿色无公害芡
实等 ， 着力发展功能农业 ， 加大富硒科技运
用。 全力推进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基

地+农户 ”模式 ，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
动作用，打造一批琅琊特色品牌。

坚持项目为王

推进实体经济由量变到质变

抓项目增投资。 突出项目为王，以大项目
带动大投资，以大投资带动大发展。 强化项目
谋划。 精心谋划和储备一批“两新一重”“三重
一创”等项目，区级项目投资总额超 500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200 亿元以上，其中产业类项目
投资不低于 70%。 加快申报国家、省重点扶持
的新基建 、民生等领域项目 ，力争更多项目纳
入上级支持盘子， 争取各类扶持补助资金 10
亿元以上。 加强项目招引。 围绕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中的产业导向，紧盯长三角等地区
产业转移趋势，用足招商资源、推行专业招商、
凝聚招商合力，全力突破 30 亿元、50 亿元以上
大项目，确保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超 30 个，其
中 2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 、5~10 亿元项目 4 个
以上， 到位资金不少于 55 亿元。 加快项目建
设。 抓实土地供应、资金落实等项目前期工作，
统筹水 、电 、气等要素保障 ，加快组织实施 78
个产业项目和 59 个政府投资项目， 形成更多
的实物投资工作量。 推动项目转化。 充分发挥
四个平台统筹调度作用，持续加大“两重”攻坚
压力传导 ，强化项目跟踪服务问效 ，优化项目
考核机制，力争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42 个、新
竣工 38 个 、新投产 25 个以上 ，确保签约项目
当年转化率超 50%。

坚持民生为本

推动社会事业从保障到提质

持续攻坚碧水、蓝天、净土保卫战，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 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应急管控，持续
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 加强危废规范化管理检查，
确保危废产生企业管理达标。持续加大“散乱污”企
业整治，严防污染反弹。按期完成督察整改任务，做
好迎接新一轮环保督察准备。 进一步优化提升琅
琊新区如意湖———李湾河湿地公园， 推进清流河
三期东岸生态修复、老龙洼湿地公园建设；在民生
保障上再突破。 充分发挥疾控中心作用，提高传染
病筛查、预警、防控等能力，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坚
持民生事项优先落实、民生投入优先保障，全力推
进为民办实事项目。坚持把“稳就业”摆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 力争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3600人以上，帮
扶企业招工 3000人以上。 争取城镇职工养老、失
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3.89万人、1.6万人、1.5
万人。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工作，着力构建分层分类、
城乡统筹、制度完备、高效顺畅的社会救助新格局。
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快推进五中扩建、宝
山学校小学部、紫薇小学扩建等项目建设，推动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深化综合医改，提升医疗服
务水平，加快推进扬子医院、妇幼保健院建设，促进
清流、南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社区医院。 精准
识别特殊困难对象，做好特殊困难群众住院救助和
门诊救助工作。 抓好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和市级市民文化乐园建设，开展好文化惠民活动。

（文/图 叶文英 赵辰 杨毅）

滁滁州州市市琅琅琊琊区区
聚力奋进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村企联建增效益。

共享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招聘送岗位。

高新企业即建即产效。

长长丰丰（（双双凤凤））经经开开区区
用心学党史 用情办实事

触动心灵的教育 ， 才是好的教育 。 连日
来 ，长丰 （双凤 ）经开区采用多种方式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心， 聚焦 “我为群众办实
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
神力量和智慧源泉，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
动力和成效 ，解决民生问题 ，办好民生实事 ，
推动经济发展。

“三学”打基础

以史为鉴，以史为师。该开发区坚持把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传承红色基因的 “营养剂”，
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深入研讨学。 长丰（双凤）经开区党工委理
论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并围绕
“学史明理，学史力行”，结合长丰县“不是最好、

就学最好、创成最好”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对
标长三角地区展开研讨发言。 各党组织在党员
干部自学基础上，通过“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
等形式，结合实际广泛开展红色教育。

组织活动学。通过举办“学党史、强信念、跟
党走”党史知识竞赛，以赛促学，以学促用，引导
广大青年党员厚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情怀。
举办“读党史、守初心、担使命”全民阅读主题演
讲大赛，讲好党史、改革开放史、双凤发展史。举
行“盛世欢歌·乐享华诞”文化进万家文艺汇演
活动，通过大合唱、乐器演奏、情景喜剧、诗歌朗
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红色文化，
歌颂美好生活。 组织党员干部赴金寨县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创新形式学。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点等阵地，运用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宣讲
方式，开展“红色观影”“红色读书会”“红色微宣

讲”等活动。成立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打造“爱
的语言” 读响红色经典、“小板凳” 红色理论宣
讲、“峰韵留声机”等特色宣讲品牌，广泛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主题宣讲 70 余场。在“双凤发布”微
信公众号开辟“学党史”子专栏。

“三行”添动力

绵绵用力绘蓝图，久久为功筑梦想。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 多办纾难解困的好
事，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解决好企业和群众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
问题。

“护航”行动———帮扶企业，创优营商环境。
以“学党史悟思想，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教育
为抓手，深入开展“四送一服”集中入企走访活

动，长丰（双凤）经开区首批 115 名党员干部包
保 236 个企业和 34 个重点项目，上门为包联企
业送政策、送咨询、送服务。收集企业在资金、土
地、人才、用工等多方面的现实需求，畅通企业
要素获取渠道，打通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同
时，为做好项目建设要素保障，金蓉路、金泰路、
金江路、颍州路等多条道路同步施工，加班加点
开足马力抢进度。确保部分路段及时通车，有效
保障京东物流、露笑科技、新视野、金龙浩等园
区重点企业的通行需求。

“暖心 ”行动———服务居民 ，共创美好家
园。 群众事无小事。 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志愿服务在行动”系列活动，各社区组织志
愿者在小区内定期开展义诊、义剪、义磨、义修
等便民服务活动。 峰宁社区还通过开展“敲门
行动”，深入居民家中察民情、访民意，收集“微
心愿”，发动社区共建单位、党员群体 、能人团
队、志愿服务队等“微组织”积极认领，点亮居
民“微心愿”，切实将好事、实事办到群众身边，
办到群众心坎。

全力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按照“定点门
诊+集中上门”的原则，组建 6 支流动接种小分
队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将疫苗接种服务送
到群众身边，确保符合条件的群众应接尽接、应
快尽快。

开展“学党史办实事、送温暖送健康”免费
体检活动， 组织医护人员为辖区 1700 余名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免费体检， 有针对性地
给予科学的健康指导， 提升老年群体健康生活
水平。

“平安 ”行动———多管齐下 ，筑牢 “安全之
盾”。 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月”，深入开展安全宣
传“五进”活动。 组织技术专家对辖区企业开展
“诊断式”检查，切实帮助企业排除安全隐患，规
范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分批次组织企业员工参
加“机械加工”“金属冶炼”“木材加工”等重点行
业培训和以心肺复苏、 骨折及创伤处理为主题
的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培训， 开展应急演练大练
兵活动， 以相关行业事故案例为典型开展警示
教育。加快推进“智慧安环”平台建设，全面摸排
企业安全隐患、危险化学品使用情况、应急物资
等，实现安全生产“一张图”智能监控，有效提高
突发事件响应和处置能力。

为增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加快推进智慧
平安小区建设，截至目前，长丰（双凤）经开区
59 个小区已接入并网，接入率达 95%以上。 持
续开展“双提升”“反电诈”宣传活动，组建宣传
小分队奔赴社区一线，走街串巷、上门入户开展
宣传，累计发放宣传单页 8 万余份。

（王雪莹）

区域·园区风采

党史知识竞赛成功举办。

市政建设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