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杭接沪”，一体化高质量东向发展
2018 年 10 月， 黄山加入杭州

都市圈 ， 成为唯一的浙江省外城
市。 2019 年 5 月，黄山市成为长三
角经济协调会正式成员。

黄山市与杭州都市圈及长三
角地区山水相连 、人文相通 ，便捷
的现代交通体系为东向发展敞开
了大门。 目前，仅杭州都市圈投资
者在黄山市创办企业近 300 家、总
投资额逾 200 亿元，解决就业 5 万

多人；黄山人在杭州都市圈创办企
业 200 余家， 工作和生活的达 4 万
多人。 在 2019 年、2020 年分别举办
的前两届黄山发展大会上，集中签
约项目 175 个， 涉及投资额 949.5
亿元，其中来自长三角区域的项目
数和项目额均超过一半。 另有数据
显示，目前黄山市超过七成游客来
自长三角地区，近 70%优质农产品
销往长三角地区。

高速时代，打造皖浙赣边界“开放门户”
“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再行

六七里，八九十人推”，这是改革开放
前徽州地区交通状况的形象写照。当
时，全地区达到二级标准的公路仅有
30 多公里， 主要对外公路路龄均在
50年以上。

黄山建市后 ，加快构建 “一港
两轨十铁十路” 综合交通体系，建
设皖南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至
2019 底， 屯溪国际机场通航 32 个
城市 ， 年旅客吞吐量将近百万人

次。 黄山市是我省 7 个国家公路运
输枢纽之一，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
路有徽杭、合铜黄、黄塔桃 、绩黄、
黄祁 5 条 ， 在建的高速公路有芜
黄、黄千、池祁等 3 条，高速公路密
度达到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 跻身
全国 “50+4”铁路枢纽城市 ，合福 、
杭黄高铁建成运营 ，昌景黄、池黄
高铁全线开工，未来有 7 条高铁线
路在黄山交汇，将成为皖浙赣区域
开放的重要门户。

久久为功，在全省率先“送瘟神”
血吸虫病在徽州流行历史很

久，明清时期徽州医籍中就有类似
血吸病症状的记载，历史上徽州因
受血吸虫病摧残毁灭的村庄有 67
个 ，倒塌房屋 15000 多幢 ，荒芜田
地 3 万多亩 ，37000 多人死于血吸
虫病。 建国初期，徽州有 70 多万人
受其威胁, 是全国山丘型血吸虫病
严重流行区之一。

血吸虫病属于人畜共患寄生
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的重大传染病。 1950 年 11 月，华东

区皖南血吸虫病防治所在歙县成
立，1953 年迁屯溪， 改为徽州地区
血吸虫病防治所。 此后，黄山市经
历调查摸排、全面防治、基本消灭、
巩固监测四个阶段 ，全面落实 “预
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群防
群控、联防联控”的工作方针和“抓
好查灭螺 ，控制传染源 ”的防治策
略，到 2019 年，经安徽省血吸虫病
消除考核评估组评估验收，黄山市
7 个区县全部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
准，率先在全省以市为单位达到血
吸虫病消除标准。

开山壮行，共和国旅游从黄山走来
1979年 7 月， 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视察黄山， 发表了被誉为
“中国旅游改革开放宣言”的“黄山
谈话”。 从此，中国现代旅游业从黄
山启航，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产业。

40 多年来， 黄山风景区成功
发行全国第一只完整意义的旅游
概念股 ， 成为全球首个集世界文
化与自然双遗产 、 世界生物圈保
护区 、 世界地质公园于一身的自

然保护地。 黄山市以旅立市、以旅
兴市 ，积极推进 “旅游+”战略 ，发
展全域旅游 ， 打造皖南国际文化
旅游示范区核心区 ， 形成了山上
山下联动 、 观光休闲并重的大旅
游格局 ，打响 “中国旅游从黄山再
出发 ”品牌 。 目前 ，黄山市三次产
业结构调整为 8∶35∶57， 旅游成为
特色产业 、支柱产业和富民产业 ，
全市有 10 多万农民从事旅游业。

“三统一”，开全国旅游综合执法先河
2017 年 1 月 ,黄山市在全国率

先启动旅游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试点工作，旅游领域行政
执法由多部门间外部循环变为旅
游综合执法机构内部循环，实现了
旅游市场监管 、执法 、查处 “三统
一”， 从源头解决了旅游市场存在
的多头管理 、交叉执法 、效率低下
等问题，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全
面增强，游客满意度大幅提升。

黄山市成立旅游管理综合执
法局 ，集中行使旅游 、价格 、工商 、

食品、交通、公安、体育和文化等 8
个部门与旅游管理密切相关的 88
项行政处罚权，并定期发布旅游行
业红黑名单，依法设立旅游仲裁院
及旅游纠纷调解中心，快速化解旅
游纠纷。2017-2020 年，黄山市旅游
综合执法部门共办理旅游综合执
法类案件 314 起， 罚没金额 37 万
余元。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5 月，
黄山市每万人接待量的投诉率为
5.94%, 比 2017 年同期下降 35.69
个百分点。

礼仪徽州，“文明之花”滋养城市气质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明代文

学家汤显祖以此表达他心中的 “诗与远
方”。 2020 年 11 月，黄山市入选第六届全
国文明城市名单 ，擦亮了 “梦幻黄山、礼
仪徽州”城市品牌。

作为海内外驰名的旅游城市， 黄山
市以 “建设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 为目
标，完成《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地方立法，
推行新时代文明积分制管理， 强化道德
示范引领，培育崇德向善之风。 实施“徽
文化滋养”工程，建设村史馆、乡贤馆、好
人馆 51 个以及 998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建成全省首个志愿服务云
平台、先进人物馆和新时代文明实践“道

德银行”，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行动，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 、项目化 ，打
造“七色花”“板凳课堂 ”“夸夸 ”和 “生态
美超市” 等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品牌 70
余个， 推动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环境明
显改善。 目前，黄山市涌现出全国道德模
范 4 人 、“中国好人 ”71 人 、“安徽好人 ”
104 人，百万人口“中国好人”占比全省领
先。 据黄山市志愿服务智慧云平台显示：
截 至 6 月 8 日 ， 该 市 注 册 志 愿 者 达
248285 人，占常住人口 18.6%；志愿团队
2197 个， 开展活动 81746 次， 服务时长
2753910.5 小时。

战天斗地，“蜈蚣岭精神”永不过时
“街口到街源，只见荒山不见田。 ”街源

一带地处歙县南部深山区，8 万多人居住在
“地不成片、茶不成园”的高山上，人均耕地
不到半亩，且通常是“一年有点收，二年顺
水流，三年露石头。 ”

穷则思变。1956 年开始，歙县璜田公社
六联大队发动群众修梯田、兴水利，把从东
到西 10 多公里范围内的荒坡地建成了“土
不下坡、水不下坞”的梯田，因地制宜发展
“高山林、中山茶、低山粮”。

在六联大队的带动下， 一山之隔的蜈蚣
岭大队成立治山治水专业队， 到 1982 年，投
工 120多万个， 挖凿土石 70 多万立方米，在
荒山秃岭上砌起了 1200多亩梯田，茶园面积
扩大了一倍多。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蜈蚣
岭大队粮食总产 17.32 万担，比 1968 年增长
46倍，茶叶总产和人均纯收入翻了一番。

2012 年， 蜈蚣岭建成的安徽最大的梯
田群， 作为安徽近现代重要代表性建筑之
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生态补偿，“新安江模式”走向全国
发源于黄山市的新安江， 是钱塘江正

源， 也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
2012 年， 皖浙两省在新安江流域正式实施
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目前
流域总体水质为优并稳定向好，成为全国水
质最好的河流之一，并带动下游水质实现同
步改善，千岛湖列入首批 5 个“中国好水”水
源地之一。 试点工作入选 2015 年全国十大
改革案例，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新安江模式”
在全国 15 个省份复制推广， 新安江屯溪段
入选我省唯一的水利部示范河湖建设名单。

试点以来， 为呵护新安江一江清水，黄

山市累计投入 180 亿元，关停污染企业 220
多家，整体搬迁企业 90 多家，优化升级项目
500 余个；累计退耕还林 36 万亩，森林覆盖
率由 77.4%提高到 82.9%，湿地、草地等自然
生态景观在流域占比达 85%以上。 同时，在
全省率先实行“七统一”农药集中配送，首创
农村垃圾分类的“生态美超市”，推动了上下
游生态环境共治、交通互联互通、旅游深度
合作、产业联动协作等领域协同发展。 目前，
皖浙两省将试点全面升级为新安江—千岛
湖生态补偿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杭黄世界
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杭黄绿色产业
带建设。

治山治水，改写山区“不设防”历史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月潭水库正

式下闸蓄水，这意味着黄山市中心城
区的防洪标准从 25 年一遇提高到
100 年一遇。

黄山市是全国重要防洪城市之
一，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就开始规
划建设月潭水库， 后因诸多原因搁
浅 ，2006 年 该 项 目 被 省 政 府 列 入
“861”行动计划 ，后被国务院确定为
172 项重大节水供水项目之一。 月潭
水库地处新安江主源率水河上游的
休宁县境内，静态总投资约 30 亿元，
总库容 1.57 亿立方米， 正常蓄水位

165 米，是一座以城市防洪为主，结合
城镇供水 、生态基流调节 、农业灌溉
补水和发电等综合开发利用功能的
水利枢纽工程。

目前，黄山市发挥月潭水库库区
生态优势，以滨水度假、乡村休闲、健
康养生等功能为主导，打造集乡村旅
游休闲产业集聚区、水域生态休闲胜
地、徽风田园品位度假地于一体的旅
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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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联动，呵护徽州文化生态
黄山市是徽商故里和徽文化

核心发祥地，也是全国首个跨省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

徽州文化是古代徽州一府六
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
体现在器物文化 、制度文化 、精神
文化等层面 ，涉及经济 、社会 、教
育 、学 术 、文 学 、艺 术 、工 艺 、建
筑 、医学等诸学科 ，全息包容了中
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 、社会 、
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 ， 被誉为
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 的 典 型 标
本 。以徽文化为研究载体的徽学 ，
与藏学 、 敦煌学并列为中国三大
地方显学 。 2008 年 ，国家级徽州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成立 ，2019

年升级为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
护区 。

目前，黄山市拥有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 24 个， 省级代表性项
目 63 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 33 人 ， 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54
人，项目和传承人数量位列全省各
市之首，现已建成国家级非遗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 1 处，省级传习基
地（所）27 处，省级非遗教育传习基
地 5 处。 其中徽州文书传世的遗存
不少于 100 万件（册），已知的时间
跨度约 750 年，被学界认为是继甲
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大
内档案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
大发现。

�� ��游游客客在在
黄黄山山市市区区参参
观观游游览览。。

黄山·岁月流金T98 20２1年 7 月 1 日
星期四

本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吴江海
摄影/本报记者 潘成

黄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