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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淮南风“云”涌

■ 本报记者 柏松

打开手机安康码，登陆“八公山码
上旅游”， 短短 10 秒，100 张参观卷就
被一抢而空。 5 月 25 日，成功预约八公
山旅游的李响很是兴奋：“门票核验与
安康码二码合一，不仅体验了智能检测
的方便快捷，而且快速入场也防范了聚
集带来的健康风险，为安全、高效、智能
的科技手段点赞！ ”

为了有效应对新冠疫情， 更好地
服务广大游客， 安徽中意之旅公司大
力推广智慧旅游， 实现了八公山景区
门票与个人安康码的互联互通， 满足
游客智能化、安全化的游览体验。

面对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淮南市
将信息产业作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创
新推动发展大数据核心业态、 关联业
态、衍生业态，汇聚产业集聚力量，上接
高端项目，下承应用落地，高标准打造
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2016 年 8 月， 淮南高新区大数据
产业集聚发展基地获批“安徽省第二批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成为

全省唯一的省级大数据产业集聚发展
基地。 2018 年又获批建设安徽省大数
据技术标准创新基地，2019 年探索建
设安徽省大数据交易中心。

走进中国移动长三角（淮南）数据
中心，这里存储的数据服务着 3100 余
家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互联网公司。 淮
南市将大数据产业写入了“十四五”规
划，淮南高新区以“链长制”推动大数
据产业集群式发展。 江淮云、智慧谷两
大平台已注册入驻企业超 300 家，阿
里巴巴、科大讯飞、中国铁塔淮南分公
司、北京数海科技、中意之旅等一批互
联网企业纷至沓来。

“总投资 16 亿元的淮南云谷产业
园数据中心和总投资 24.25 亿元的淮
南市能源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建设。 ”淮
南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李群向记者介
绍， 淮南大数据基地已形成以中国移
动长三角（淮南）数据中心为基础，以
数据存储、应用、交易、服务为发展重
点的产业布局。 预计今年产值可突破
100 亿元。

特色产业促振兴

■ 本报记者 柏松

本报通讯员 熊文田

“小艾草、油牡丹、蝴蝶兰”香溢国
内外；“大白鹅、大麻鸭、大闸蟹”跑进
“长三角”。 走进初夏的寿县，扶贫产业
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 一头连着广
阔市场，脱贫户成为产业工人，扶贫产
品走向四面八方。 特色种养业让沉寂
千年的土地焕发勃勃生机。

过去五年，淮南市 2.6 万名干部奔
赴脱贫一线， 全市 18.4 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7.18%下降至 0；162 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寿县高质量摘帽。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淮南市扶贫办负责人
贾俊告诉记者，为确保贫困群众脱贫不
返贫，淮南市健全防止返贫监测预警机
制，实行脱贫户走访日常化，通过“回头
看”“回头帮”，让政策落地落细落实，做

到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对每
一户脱贫户“扶上马再送一程”。

来到田家庵区史院乡的产业扶贫
基地，60 多个蔬菜大棚一字排开，这里
承载着 275 户脱贫户的致富梦想。 如
今，满棚的西瓜鲜甜可口，即将上市，
稳稳的收获就是奔向小康生活的无限
力量。

据了解， 淮南市坚持把特色产业
作为巩固脱贫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的
根本之策，出台了产业发展导则、特色
种养业补贴办法， 全市产业类项目占
比达 60%以上， 近 2 万户脱贫户发展
了自种自养，1.5 万户脱贫户得到新型
经营主体带动。

“帮扶力量不撤，帮扶政策不变，
帮扶力度不减。 ”淮南市在不断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中增后劲、挖潜力，用过硬
的作风、 有力的措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 让乡村振兴的脚步愈发坚实
有力。

淮南着力打造大数据基地。。 本报记者 柏松 摄

�� 龙湖公园是淮南市民休闲好

去处。。 本报记者 柏松 摄

绿色崛起，，煤城变““美城””
■ 本报记者 柏 松

在 2021 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上，淮南市“楚风汉韵、云数淮南”展
厅成为全省唯一地级市独立展厅精
彩亮相。 展厅展示了该市在大数据、
智慧城市、新基建、智能装备制造等
领域取得的数字化创新成果，让参观
者零距离感受到“数字淮南”的魅力。

百年“煤城”精彩嬗变，绿色转型
扬帆起航。 近年来，淮南市坚持立足
煤、不唯煤、延伸煤、超越煤的转型思
路和绿色产业发展路径，让产业结构
变“轻”，发展模式变“绿”，经济质量
变“优”。 绿色，正在成为淮南转型发
展“主色调”。

扬“煤”吐“气”
培育绿色动能

1 月 21 日， 安徽嘉玺新材料公
司投资的年产 35 万吨苯乙烯项目
正式投料试生产。 截至 5 月 17 日，
公司累计生产苯乙烯 10.45 万吨，总
产值近 8.3 亿元。 “这是淮南煤化工
产业链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淮
南煤化工园区负责人黄坤告诉记
者， 安徽嘉玺一头对接中安煤化一
体化项目， 一头对接合肥家电产业
的注塑件和壳体生产线， 串起了苯
乙烯上下游产业链。

“十三五”期间，淮南市聚焦“扬
煤吐气”， 加快煤炭资源精深加工转
化， 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 ,
围绕打造煤电化气千亿级全产业链
目标，初步形成了以煤为基、多元发
展的新型工业化格局。

2019 年 11 月 16 日， 淮河能源
控股集团在淮南正式揭牌，标志着淮
南煤矿正式迈进淮河能源时代。2020
年，淮河能源集团全年本土商品煤产
量达到 4280 万吨， 中煤新集集团商
品煤产量超过 1600 万吨， 有力保障
了煤炭供应。

从平圩、洛河、田家庵三大电厂
的火力发电， 到如今的煤电联营，淮
南的 6 大发电企业总装机容量 1591
万千瓦，占全省的 21.5%，煤电产业
擎起了淮南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

“淮南市秉持‘依托煤、延伸煤、
超越煤’的思路，下足功夫做精做优
煤电化气产业链。 ”淮南市发展改革
委主任戴宜斌告诉记者，煤化工产业
园已扬帆起航。

2019 年 7 月， 中安联合一期投
资 267 亿元的煤制 170 万吨/年甲醇
转化 70 万吨/年聚乙(丙)烯项目打通
全流程实现试生产， 填补了安徽省
大型聚烯烃工业的空白。 一批高技
术、高附加值、高效益且环境友好型
的精细化工、 化工新材料项目纷纷
落户淮南。

随着煤炭产业链的延伸，淮南市
拓展新思路，采用新技术发展煤（制）
气产业。依托淮河能源废弃及现有矿
井，该市大力发展煤层气开采。 2020
年 12 月 20 日，淮河能源集团新谢 1

号井产出的煤层气正式进入安徽省
天然气主干管网。

绿色发展

壮大新兴产业

散热器 、蒸发器 、冷凝器 、中冷
器……日前，记者走进淮南现代产业
园，淮南盈信汽车空调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里一片热火朝天的生产景
象，工人们在紧张忙碌着，一件件刚
从生产线下来的冷凝器、蒸发器被包
装整齐，等待发往全国各地。

淮南市田家庵区将汽车及零部
件制造产业确定为重点产业链之
一， 把淮南现代产业园列为发展汽
车及零部件制造产业的主阵地 ，积
极搭建产需对接平台， 集中要素资
源，扶优扶强，推动新能源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发展， 积极打造汽车配件
产业链集群。

近年来，淮南市坚守绿色发展底
线，致力于传统产业提升、新兴产业
壮大，努力打造大数据、特钢、现代装
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煤系固废物利
用 5 个百亿产业。

伴随着机器轰鸣声， 几分钟功
夫，重达一吨多的钢坯就变成了盘在
一起的成品线材。在谢家集区宏泰钢
铁有限公司轧机车间内，企业负责人
林华情告诉记者：“宏泰钢铁 2020 年
实现工业总产值 19 亿元 ，‘节能减
排 ,绿色发展’始终是企业的发展理
念，烟尘排放效果优于国家标准。 ”依
托宏泰钢铁，谢家集区全力推进“淮
南新型功能材料产业基地” 建设，在

延链升级中打造百亿新型功能材料
产业基地。

煤矸石、粉煤灰，在淮南，来自煤
矿和电厂的污染“废物”转了一圈，就
成了“宝贝”，上游企业的废料成为下
游企业的原材料……

曾经制约生态环保的废弃物 ，
如今变成了循环经济的香饽饽。 来
到潘集， 走进正在建设的煤电固废
产业集聚区， 陶粒试验生产线正在
进行产线优化。 这种取自煤矸石和
粉煤灰的细小陶粒， 将被广泛应用
于建材、园艺、耐火保温材料等众多
领域。

为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城市建设，淮南市做大做强非煤
产业群，推动“开发区+招商+规上工
业企业培育”三位一体突破。 煤电产
业占 GDP 比重由 2015 年的 27.5%下
降至 2020 年的 24%，“十三五” 时期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量的近 70%来自
非煤电产业。

挖掘“宝藏”
筑就绿色民生

10 月份从遥远的北方飞来 ，第
二年 3 月份再飞回……从 2016 年开
始，越来越多的鸳鸯在淮南市大通区
采煤沉陷区湿地越冬。这里曾经是满
目疮痍的九大采煤沉陷区，为推进城
市“伤疤”修复，淮南市启动九大采煤
沉陷区综合治理工程， 总投资 10.27
亿元，让水草丰美、湖水清澈，植被覆
盖率达 75%以上。

有着上百年煤炭开采史的淮

南，一度生态恶化、伤痕累累。 近年
来， 淮南市以生态文明统领城市发
展 ,实现绿色发展 、低碳发展 、可持
续发展， 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生态园林城市
等称号。

“游在八公山，住在妙山民宿，在
国家森林公园里呼吸着新鲜空气，心
情真舒畅！ ”近日，来自河南省驻马店
市的游客王立军由衷地说。淮南市八
公山区围绕“绿色八公山”，重点打造
文旅产业、农旅产业，推进民宿与旅
游 、文化 、康养 、农业等产业深度融
合，为乡村振兴带来“流量”。

淮南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告诉
记者，“十三五”期间，淮南市大力开
展石质山植被恢复、采煤沉陷区综合
治理、乡村道路河渠绿化、庭院绿化、
“四旁”绿化和农田林网建设，森林质
量提升面积达 104.45 万亩。

“我们兄弟俩在这里开了家餐
馆 ，每天能接待 40 多位游客 ，年收
入有 8 万元左右。”在焦岗湖靠经营
餐馆致富的渔民李万飞欣喜地告诉
记者。

占地 6 万亩的焦岗湖，素有“淮
河大湿地、华东白洋淀”美誉。 “靠生
态美丽，靠生态富裕！ ”毛集实验区依
托焦岗湖，全面推进全域旅游，着力
发展特色农业，在全市率先实现省级
生态乡镇全覆盖，走出了一条生态富
民的小康路。

从漫天泥灰到满目青翠， 如今，
淮南已经成为一座城中有山、山中有
城、城在林中、林在城中、湖水相伴、
绿带环绕的宜居都市。

经过生态修复后的老龙眼水库

生态区，，湖水清澈，，湖面碧波似镜。。
本报记者 李博 特约摄影 倪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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