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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力力建建设设经经济济强强百百姓姓富富生生态态美美的的幸幸福福当涂

2021当涂大青山仙桃采摘节开幕式。 安徽奥克斯智能电气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

废弃矿坑蝶变“景观公园”。

太白幼儿园投入使用。

金色田园百亩荷花。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当涂县第十三
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 是当涂发展极不
平凡的五年，全县干群以“当涂要当头”
的气概，只争朝夕拼出“加速度”，不负韶
华干出“新突破”，唱响了一曲曲酣畅淋
漓的时代长歌。

岁月如歌，初心如磐。 这五年，是当
涂发展有目共睹的五年， 综合实力大幅
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城乡面貌日新
月异，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幸福指数节节
攀高，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在当涂发展史
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发展有目共睹的五年

综合实力大幅增强———
五年来， 当涂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

务，不断做大经济总量，县域综合实力持
续走在全省县级方阵前列。 地区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11.3%， 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10 万元，财政收入突破 50 亿元，固定资
产投资累计达到 800 亿元。 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 三次产业结构由 9.7:69.3:21 调
整为 7.4:50.7:41.9。 重大项目取得突破，
引进超亿元项目 270 个，奥克斯、洁云健
康、顺丰速运、兰宝传感、大青山野生动
物世界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见效， 发展
后劲持续增强。现代农业长足发展，荣获
省“一县一业”示范县、农村电商示范县。
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东誉城、富嘉美、
恒生阳光城成为市民消费新商圈， 成功
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 3 个 、3A 级景区 2
个。先后荣获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工业
百强县、最具发展潜力百佳县市、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典型示范单位、 国土资
源节约集约模范县， 全省制造业发展十
强县、增速十快县等一批荣誉称号。

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五年来，当涂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开

放带动，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体
化合作深入推进， 与南京高淳区开展毗
邻合作， 与上海临港集团共建生命健康
科技孵化器， 与宁波奥克斯集团共建智
能制造产业园， 与中国药科大学共建技
术转移中心。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战新产
业产值、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比重分别提高到 33%和 38%， 获批省
级智能家电特色产业集群， 生物医药特
色产业基地入选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
地， 中英合作生命健康产业园获评全省
首批国际合作产业园。 创新能力明显增
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82 家、市级以上
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6 个，万人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5 件，获评全国科
技创新百强县和全省首批创新型县、质
量认证示范县。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全县
每 4 户、15 人拥有一家企业或个体工商
户，荣获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称号。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及时兑现各类惠企
政策，深化企业亩均效益评价 ，倒逼 85
家低效企业退出和转型， 清理低效用地
2900 亩，工业项目“标准地”改革走在全
市前列。 当涂经济开发区连续三年位居

省级以上开发区综合考核前列。 泗县当
涂现代产业园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县域合
作共建园区考核第一名。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五年来， 当涂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入选国家新型
城镇化建设示范县。 城市文明程度不断
提高，2017 年成为首批县级全国文明城
市。城市能级大幅提升，综合客运枢纽中
心建成使用，宁马城际、巢马高铁启动建
设，当涂即将迈入“双轨时代”。城市功能
不断完善，改造老旧小区 24 个、棚户区
9294 户，完成城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
标扩建，太平府文化园、襄城河公园、凌
云山公园成为市民休闲“打卡地”。 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四度蝉联全省美丽
乡村建设先进县， 连续两年获得全省乡
村振兴考核先进县。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完成改厕 5.4 万座，实现乡镇政府
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生活垃圾收集
处理全覆盖。 建成省级重点示范村 12
个、省级示范村 26 个。 农村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 围乌路提升改造等一批道路建
设项目加快推进， 成为全省 “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完成水阳江下游防洪治理等
重大水利工程， 率先完成农村天然气管
道铺设。乡风文明建设持续加强，入选全
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全国乡村治理
体系建设试点县， 太白镇移风易俗案例
入选“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十大优秀案
例”。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均集体
经营性收入达到 84.2 万元。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五年来，当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 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 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
卫战，空气质量优良率持续向好，国控断
面水质全部达到Ⅱ类水以上标准。 强力
推进长江东西岸环境治理，整治拆除“散
乱污”企业和非法码头、砂场 200 多家。
实施长江禁渔禁捕， 退捕渔民全部转产

就业，常态化、网格化开展巡查，长江干
流及主要支流实现全流域、全天候禁捕。
推深做实河湖长制、林长制，加快建设江
心洲生态花岛，加大植树造林力度，获评
全国河湖长制先进单位、绿化模范县、国
家园林县城，省级森林城市。花大力气整
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加强大青山、石臼
湖等自然保护地整治，取得明显成效。推
广“环保管家”，建设“智慧环保”平台，提
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幸福指数节节攀高———
五年来， 当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投入近百亿元实施民生
工程、民生实事，惠及千家万户。 城乡居
民就业形势稳定，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连续 18 年保持全省第一。 “两不愁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全部解决，现行
标准下农村困难群众全部脱困， 结对帮
扶泗县实现脱贫。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
医疗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 社会救助标
准逐年提高，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90.7%， 实验学校
釜山路分校建成使用，青莲小学、滨江九
年制学校加快建设，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2.9%， 马鞍山学院转设为本科独立学
院。 五度蝉联国家卫生县城，成功创建
国家健康促进县。 县档案馆、图书馆、博
物馆建成并免费开放，镇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实现全覆盖，洞阳东吴墓入列国
保单位。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和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我们坚持人民
至上 、生命至上 ，万众一心 、风雨同舟 ，
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统
筹推进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安全
生产工作持续加强，连续两次获评全省
安全生产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 “法
治当涂”“平安当涂” 建设扎实推进，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持续位居全省县区
前列。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五年来， 当涂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强化理论
武装 ，认真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
展“三个以案”警示教育，党员干部理想
信念更加坚定。 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强化组织体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完成
县级党政机构改革， 深入开展党建引领
信用村建设试点 ， 乌溪镇七房村党总
支 、 黄池镇西河村党支部分别获评全
国、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创新开展“一
圆六方 ”惠民党建 ，进入全省城市领域
基层党建“领航计划”县级示范库。 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实施“8090”卓越成长工

程 ，广大干部在疫情防控 、防汛救灾等
大事难事中勇于担当作为。 实施“姑孰
英才 ”“智汇当涂 ”行动 ，培育集聚各类
人才，入列全省首批人才十强县。驰而不
息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坚决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巡视整改工作扎
实有力，县委巡察实现全覆盖，全县政治
生态持续向好。

决定当涂未来的五年

击鼓催征稳驭舟，奋楫扬帆启新程。
面对日益激烈的县域竞争，不进则退，慢
进也是退。 今后五年，当涂将紧扣“高质
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围绕全市创
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示范区和 “四
高”目标，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绿色发展，
增进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不断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圆满完成“十
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全力建设经济强、
百姓富、生态美的幸福当涂。

这个奋斗目标中，“经济强” 是硬核
支撑，“百姓富”是本质体现，“生态美”是
重要内涵，“幸福当涂”是目标追求。 “经
济强”，主要体现为“产业强、创新强”。产
业升级实现重大突破， 主要经济指标在
全省“人均争第一、总量居前列”。 “百姓
富”，主要体现为“生活富、精神富”。加快
促进共同富裕，到 2025 年，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6.5 万元、4.6 万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长三
角先进发达地区平均水平。 文明创建水
平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争创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高，人民群
众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生态美”，主
要体现为“城乡美、全域美”。城乡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到 2025 年，基本实现城乡
一体化， 城乡环境更加宜业宜居宜游，城
镇化率达 70%左右，建成全省乡村振兴先
行示范县。山水田林湖生命共同体保护取
得显著成效，到 2025年，基本实现全域旅
游、全域美丽。幸福当涂建设，让每一个生
活在当涂的人， 每一个来到当涂的人，都
能找到自己心中所期待的幸福。

实现奋斗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当
涂要聚焦“五大升级”，构筑“五新高地”。

———聚焦转型升级，构筑结构优、特
色明的产业新高地。 实施新兴产业提升
行动，实施传统产业提升行动，实施市场
主体提升行动，实施产业平台提升行动，
实施服务业提升行动。

———聚焦创新升级，构筑一体化、活
力强的开放新高地。 更深层次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 更大力度推进 “双招双
引”，更实举措加强科技创新，更高标准
优化营商环境。

———聚焦品质升级，构筑功能全、人
文美的城乡新高地。着力打造精致县城，
着力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推动城乡融合。

———聚焦生态升级，构筑环境好、可
持续的绿色新高地。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打好生态保护持久战，打好价值转化
突破战。

———聚焦民生升级， 构筑民心安、
社会稳的幸福新高地。 聚力增加收入，
完善公共设施 ，提升公共服务 ，加强公
共安全。

实现未来五年目标任务，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 当涂将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严格
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大力实施“领航”“铸魂”“强
基”“育才”“清风”五大工程，不断把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为建设经
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幸福当涂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安徽奥克斯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当涂经济开发区远眺。。

年货节之文化嘉年华活动。

当涂魅力县城。。

乘势而上 接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