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发展”实现历史性进步

就业水平稳步提升，社保体系逐渐完善，教育事业优先
发展，健康安徽扎实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近十年，安
徽民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
感显著增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近年来，我省更加突出创业带动就
业、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拓展就业新空间，积极就业政策
迭代升级。 在积极就业政策的影响下，我省就业规模不断扩
大。 “十二五”期间，我省城镇新增就业 327.9 万人；“十三五”
期间，城镇新增就业 342.9 万人。 同时，就业结构持续优化，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已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社会保障托底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全面建立统
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
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十三五”期
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实现统一，基本医疗
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从
2015 年的每年 3261 元，提高到 2020 年的每年 7670 元。

教育、医疗、住房建设……一项项民生事业发展迅速。
2017 年， 我省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实现全覆盖， 提前 3
年完成目标任务；截至“十三五”末，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提高

到 90%。 全省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覆
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基本建立， 疾病防治能力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十三五”时期，我
省建成保障性安居住房 156.44 万套， 改造农村危房 47.37
万户； 城镇、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7.9%和 9%。 此外，我省连续 9 年进入全国平安建设先进行
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入选地级全国文明城市
总数达 12 个、居全国第 2 位，入选中国好人总数 1491 人、
居全国第 1 位。

民生工程已成为我省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重要品
牌。 近年来，我省创造性地以项目化手段、工程化措施实施
33 项民生工程。“十三五”期间，我省民生支出占全省财政支
出八成以上，其中，民生工程五年累计投入达到 5260 亿元，
惠及 7000 万城乡群众，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紧迫的现实利益问题，群众获得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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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描绘了“十四五”
时期开启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新征程的
宏伟蓝图，是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

“十四五”时期，我省将锚定 2035 年远景目
标，努力塑造科技创新策源新优势、打造区域协调
发展新样板、谱写全面绿色转型新篇章、构筑高水
平改革开放新高地、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
卷，坚定地朝着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阶段
现代化美好安徽进军。 《纲要》提出了“十四五”时
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包括如下。

经济实力实现新的更大跃升。 在质量效益
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
长潜力充分发挥，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经
济总量跻身全国第一方阵，接近 6 万亿元，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差距进一步缩小， 现代化
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经济结构更加优
化，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达到 30%左右，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明显上升， 涌现更多在全国
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强市、强县（区、市）。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新的更大作为。 高质
量供给持续扩大，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现代流通体系日益完
善，有效需求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循环、市场循
环、经济社会循环更加顺畅，进口和出口、投资
和贸易、贸易和产业协调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的更大增强。 区域创新能力保持
全国第一方阵并争先进位，科技进步贡献率、全社会研发投
入强度、高新技术企业数、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主要创新
指标明显上升，一批前瞻性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
大突破，人才强省基本建成，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水平明显提高。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新的更大进展。 紧扣“一体化”
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与沪苏浙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
策环境等全面对接， 全省域与沪苏浙一体化发展水平明显
提升。 经济总量占长三角的比重进一步提高，8 个中心区城
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基本达到长三角平均水平， 全省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与长三角平均水平的差距持续缩小。

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新的更大优化。 “一圈五区”基础设
施、产业体系、公共服务联通融合水平提高，形成合理分工、
竞相发展格局。 合肥都市圈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进一步
提高，皖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高于全省，皖江城市
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全省比重进
一步提高， 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研发投入强度进一
步提高， 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全省平
均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文化旅
游产业规模占全省比重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更加完善， 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
进展，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等一批国际性开放合作平台相继建成， 进出口总额超过千
亿美元，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的更大提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
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创新型文化强省建设迈出更大步伐。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的更大进步。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
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
更加合理、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
少，大气、水、土壤、森林、湿地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
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生态文明体系更加完善。

民生福祉实现新的更大增进。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居民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
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超过 40%，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
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进
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省人民受
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健
康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
面推进，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提高。

展望未来，7000 万江淮儿女必将在共
赴新征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王弘毅 田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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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列车在杭黄高铁歙县段疾驰。
本报记者 吴文兵 摄

美好安徽谱华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经济建设成就综述

奋斗历程波澜壮阔，发展成就彪炳史册。 党的十八大以
来，安徽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紧紧把握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
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打赢三大攻坚
战，高质量实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十二五”“十三五”规划
主要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取得
历史性成就。

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

———实现“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
靠前、人均居中”的历史性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我省精准
落实宏观经济政策，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新发
展格局，坚持高质量发展，保持了增速快于全国、领跑中部
的良好发展势头。

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十二五”期间，全省生产总值突
破 2 万亿元、年均增长 10.8%，财政收入突破 4000 亿元 、
年均增长 14.2%。 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分别增长 11.6%和 13.4%。 “十三五”期间，经济实力接
续迈进 。 全省生产总值从 2.38 万亿元增加到 3.87 万亿
元 ，人均生产总值从 3.9 万元增加到 6.1 万元 ，发展格局
实现了从“总量居中、人均靠后”向“总量靠前、人均居中”
的历史性跨越。

产业结构加速优化。近十年来，我省三次产业结构实
现由 “二三一 ”到 “三二一 ”的重要转变 ，服务业比重超过
50%。 “十三五”期间，全省粮食生产实现“十七连丰”，粮
食产量由全国第 6 位上升为第 4 位。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指数居全国前列 ，以新型 “铜墙铁壁 ”为代表的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 ，以 “芯屏器合 ”为标识的新兴产业形成体系 ，
以 “融会观通 ”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以 “大智
移云” 为牵引的数字经济蓬勃兴起，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17.3%和 15.1%，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由 22.4%提高
到40.3%。

创新能力实现新跨越

———重大创新成果涌现，自主创新能力跻
身全国前列

强化科技创新，打造强力“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安徽，科技创新
成果丰硕，自主创新能力跻身全国前列。

创新型试点省和合芜蚌试验区建设深入推进，中科院合
肥大科学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相继建立，量子通信等前沿
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9 年居全国第
一方阵，“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和“一室一中心”分平台建设立
柱架梁，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量子、能源、人
工智能、大健康研究院组建运行，大科学装置加快集聚；“九
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量子钻石原子力显微镜、柔性
可折叠玻璃、紧凑型超导回旋质子加速器等重大创新成果不
断涌现，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
新突破；在动态存储芯片、陶铝新材料、超薄玻璃、人工智能、
新能源汽车等关键领域创新，实现“并跑领跑”。

2020 年，全省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923 家、国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61 家、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7 家。 “中国
声谷”入驻企业 1024 家、营业收入 1060 亿元。 截至 2020 年
底，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8559 家。

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

———形成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改革品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全力推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重点领域改革全面推开，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深化改革全面发力。 “放管服”、农业农村、医药卫生、公
共资源交易、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走在全国前列，形成了“3+2”清单制度体系、编制周转池、
林长制、县域医共体、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等一批
在全国叫得响的改革品牌。 “四最”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常态
化开展“四送一服”专项行动，构建“皖事通办”政务平台，省
级行政权力、审批事项保持全国最少，建立区域化、综合性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不断提升。

开放合作实现重大突破。 全省域纳入国家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战略实施范围，我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由
“全面参与”转向“深度融合”，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全面展开。 长三角科技创新
共同体、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一地六县”长三角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产业集中合作区、 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
等一批重大协同事项加速推进。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
区启动建设，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中欧班列等开放平台
建设向纵深推进，世界制造业大会品牌效应持续扩大。

城乡建设取得新成就

———重大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城乡面貌发
生巨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近十年， 安徽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
强、发展支撑力大幅提升。 机场、高铁、道路等重大基础设施
加快建设，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十二五”期间，安徽新增高速公路 1317 公里、一级公
路 2667 公里，总里程分别达 4246 公里和 3166 公里，新桥
国际机场和九华山机场先后建成，高铁运营里程达 1330 公
里，开启了安徽高铁时代。 移动互联网进入寻常百姓家，美
丽乡村建设成果丰硕，“三线三边” 治理成效显著， 生产发
展、生活富足、生态优美的幸福家园建设进一步加快。

“十三五”至今，引江济淮等一批重大工程顺利实施，商合
杭高铁、芜宣机场等建成运行。 高铁运营总里程 2329公里、居
全国第 1位，实现“市市通高铁”，全域迈入高铁时代，在全国铁
路网中的枢纽地位全面提升。“四纵八横”高速公路主骨架基本
建成，“县城通高速”有力有序推进。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旅客吞
吐量、货邮吞吐量大幅提升，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加快建设。
高等级航道网进一步完善， 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 5738 公里。
“一体化、网络化”现代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日益完善，能源供需
总体平稳。 5G、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忆往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看今朝，美好安徽谱华章。 当
前， 全省上下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勠力同心、开拓奋进，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力打造“三地一区”，为加快建设经
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努力奋斗！

2019年 8月 29日，由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安徽金寨—皋城 500千伏输电线路全线贯通。该工程是安徽省“十三五”大型输变电工程和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
司对口支援大别山革命老区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金寨县创建国家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示范县的重要保障项目。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