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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合肥北乡支部成立

1926 年 9 月，崔筱斋、曹广化、胡济等人从
广州第六期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归来。 月
底，三人在北乡双河集崔家祠堂（今属长丰县
造甲乡）成立中共合肥北乡支部，崔筱斋任书
记，曹广化、胡济二人为委员。 北乡支部是合肥
地区成立最早的党组织，也是全省成立较早的
中共基层组织之一。

首战蒋家河口

1938 年 5 月 12 日， 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
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打响了第四支队东
进皖中敌后抗日的第一枪。 此役，共击毙日军
20 余人，我军无一人伤亡，战斗胜利极大鼓舞
了合肥军民的抗日热情。

合肥解放

1949 年 1 月 21 日， 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
第四支队一大队经磨店到达三里街机场，并迅
速击溃国民党军南逃后卫营。 下午 3 时许，一
大队官兵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威武门 （今大东
门）入城。 合肥市民欢欣鼓舞，夹道欢迎解放
军，热烈庆祝合肥解放。 千年古城解放，揭开了
合肥历史发展新篇章！

中共合肥市委成立

1949 年 1 月 31 日， 中共合肥市委正式成
立，黄岩任书记；2 月 1 日，合肥市人民政府成
立，郑抱真任市长。 从此，合肥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建设新合肥、创造新社会
的伟大征程。

支援渡江战役

1949 年 3 月底，邓小平、陈毅等率总前委
指挥部及华东局机关人员，陆续抵达东乡瑶岗
村，指挥部署渡江战役全局工作。4 月 21 日，人
民解放军彻底摧毁国民党长江防线；23 日，一
举占领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 其间，合肥
人民以英勇无畏的精神，投入渡江战役支前工
作，为渡江战役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土地改革

1950 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
法》颁布，合肥市委根据中央和皖北区党委有关
指示精神，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工作。经过一
年多的努力，合肥地区圆满完成土改工作，存在
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

省会定于合肥

和平解放后，合肥改县为市，先后为江淮
区和皖北行署的直辖市、皖北区党委和行署驻
地。 1952 年，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先后成立，
合肥成为安徽省会。 1958 年 9 月，毛泽东视察
安徽，指出“合肥不错，为皖之中”“从长考虑，
似较适宜”对于省会定于合肥给予一锤定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合肥确立

1954 年 7 月 22 日， 合肥市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标志着国家根本
政治制度在合肥的确立。

上海企业内迁合肥

自 1954 年至 1960 年，上海先后有 56 家企
业迁入合肥，对合肥工业的起步发挥了很大推动
作用，也对后来合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视察合肥

1958 年 9 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视察合肥，在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信
中写道：“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
的，有大希望的”，对安徽与合肥的建设寄予厚
望。 离开合肥时，毛泽东乘敞篷车接见合肥市

20 余万群众，向合肥人民道别。 1959 年 10 月，
毛泽东再次视察合肥。

邓小平视察合肥

1960 年 2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
总理邓小平来合肥视察。 在肥期间，邓小平先后视
察了省博物馆、合肥工业大学及蜀山公社等单位。

中科大南迁

1969 年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安徽 ；
1970 年 10 月，正式落户合肥。 从此，合肥与中
科大开启了一段深厚无比的城校情缘。 一城一
校互相成就，共同发展。

包产到户的发端

1978 年 9 月 15 日， 肥西山南区委书记汤
茂林在黄花大队召开党员会议，传达学习省委
相关政策，并结合实际议定“四定一奖一补”规
定。 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并迅速扩展至
全县。 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办法取得很好成效，
得到邓小平的赞许，与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共
同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合肥学院成立

1980 年，经省委省政府同意，中国第一所
自费走读大学合肥联合大学成立。 该校由中科
大、合肥工大和安徽大学等校共建，后改名为
合肥学院。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筹建

1984 年 4 月， 实验室正式立项；11 月，破
土动工；1991 年 12 月，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作
为首个国家实验室，同步辐射实验室一代代科
学家们从零起步，聚力传承，用“神奇之光”点
亮科学之路，努力实现大国崛起的“光源梦”。

开发园区率先突破

1991 年 3 月，合肥科技工业园获批为首批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2 年 7 月，正式
更名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随后，合肥
经济技术开发区、 合肥新站综合开发区相继建
立，三大开发区规划建设面积达 70余平方公里。

江泽民视察合肥

1991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
主席江泽民到合肥视察，重点考察了合肥矿山
机械厂、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单位。 此后，江
泽民分别于 1998 年 9 月、2001 年 5 月再次来
到合肥视察。

美菱 A股上市

1993 年 10 月， 合肥美菱 A 股成功上市，
成为安徽省第一家上市企业；1996 年 8 月，美
菱 B 股上市，成为安徽第一家同时具有 A 股与
B 股的上市公司。

实施“工业立市”战略

2005 年 7 月，合肥市委八届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合肥优先加快工业发展行动纲要》，掀开
合肥工业发展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滨湖新区开工建设

2006 年 11 月 15 日， 滨湖新区正式动工。
新区建设充分吸收政务新区建设中探索的有
益做法，按照“世界眼光、国内一流、合肥特色”
的要求规划建设。 它的建设标志着合肥将从环
城时代走向滨湖时代。

胡锦涛视察合肥

2008 年 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临安徽合肥视察工作。
在肥期间， 胡锦涛视察了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逍遥津街道义仓
社区服务中心等单位。

合肥区划调整

2011 年 8 月， 安徽实施行政区划调整，县
级巢湖市与庐江县整体划入合肥市。 合肥市面
积达到 1.14 万平方公里，合肥正式进入“环湖”
时代。

习近平视察合肥

2011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合肥，深入
企业、社区、科研院所进行调研。 2016 年 4 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合肥，重
点考察中国科技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单位。
2020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合肥，登
上巢湖大堤，了解巢湖分洪及蓄洪区受灾情况；
参观安徽创新馆， 了解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
展状况；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
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亲自为合肥发展把脉定向。

新桥国际机场投入使用

2013 年 5 月 30 日，4E 级国际机场、 合肥
新桥国际机场一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合肥航
空运输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新桥国际机
场共有 40 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投入航班运力，
执飞客运航线 90 条。

合肥正式加入长三角

2014 年 9 月 12 日，《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
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印发。
这标志着合肥正式加入长三角，掀开了与长三
角城市合作共荣的新篇章。

合肥轨道交通 1号线开通运营

2016 年 12 月 26 日，合肥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开通运营。 作为合肥首条开通运营的轨道

交通项目，标志着合肥市乃至安徽省正式迈入
“地铁时代”。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

2017 年 1 月 11 日， 安徽省发改委宣布由
安徽省、中科院联合申报的《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建设方案》 于 1 月 10 日获国家发展
改革委、科技部正式批准，合肥成为继上海之
后第二个获批的城市。

世界制造业大会召开

2018 年 2 月 25 日，2018 世界制造业大会
暨 2018 中国国际徽商大会在合肥隆重开幕。
这是安徽省第一次举办世界级制造业盛会 ，
共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参会，创历史
之最。

“巢湖保卫战”取得重大胜利

2020 年 9 月 11 日，巢湖水位回落至警戒
水位 10.50 米。 面对百年未遇重大汛情，合肥
市委市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累计组
织防洪排涝抢险人员 155.4 万人次，转移安置
受灾群众近 24 万人 ，做到 “四个强化 ”，实现
“四个确保”。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

2020 年 9 月 24 日，揭牌仪式在合肥举行。
安徽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 100 余平方公里，
其中合肥片区近 65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高端
制造、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产业，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
中心引领区。

“米”字形高铁路网初步形成

合肥是国家 “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主通
道中京沪通道 、京港 （台 ）通道和沿江通道重
要交会点 ， 是全国 19 个重要的综合铁路枢
纽之一。 以合肥为中心、联接所有设区市、通
达全国主要城市的快速客运铁路网基本实
现 ，铁路营运里程和高铁里程均居长三角第
一位 。 目前已确立了合肥铁路枢纽 9 个方
向、13 条线路的大型放射状枢纽格局和未来
发展蓝图。

合肥人口突破 900万

安徽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
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合肥市常住人口超
过 936 万，迈向“千万级”，正式进入中国特大
城市行列。

首家“千亿企业”诞生

2020 年 12 月 29 日，随着最后一辆物流车
顺利发车， 联宝科技 2020 年度销售收入突破
1000 亿元人民币，标志着合肥首家“千亿企业”
诞生。 联宝科技是联想集团在肥投资的全球最
大 PC 研发制造基地，自 2011 年落户合肥经开
区以来，新业务及产能不断扩张。

合肥 GDP过万亿

1978 年， 合肥首次 GDP 达到 10 亿元大
关，1994 年达到 100 亿元，2006 年超过 1000 亿
元，2015 突破 5000 亿元，2020 年合肥 GDP 达
到 10045.7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3%，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2.0 个和 0.4 个百分
点。 GDP 过万亿，为合肥“十四五”全面塑造创
新驱动发展新优势夯实了基础，储备了动能。

首届中国（安徽）科交会开幕

2021 年 4 月 26 日，首届中国（安徽）科交
会在合肥隆重开幕，安徽科技大市场正式鸣锣
开市。 科交会的举办正是安徽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的生动实
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
论述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2021年 5月 13日， 经受住了 2020年新冠
疫情“大考”的合肥再次响起警报。 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 仅用 15天时间就实现全部确诊病例痊
愈出院。 同时，合肥优化布局 309处接种点，引导
群众有序接种，吹响全城免疫号角。 在 2020年新
冠疫情防控中， 合肥数百名援鄂勇士舍生忘死、
逆行出征，5.1万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广
大科研人员争分夺秒、全力攻关，各行各业劳动
者夜以继日、连续作战，21万社区工作者、党员干
部、志愿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全体合肥儿女和
衷共济、守望相助，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迈向“世界显示之都”

2021 年 6 月，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在合肥开
幕。 近年来，合肥聚力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实现
了“从沙子到整机”的全产业链布局，汇聚了京
东方、彩虹、乐凯、康宁、三利谱、力晶科技、住
友化学、法液空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
企业，正向“世界显示之都”迈进。

巢湖综合治理显成效

为实现“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合
肥系统实施巢湖综合治理碧水、安澜、富民“三
大工程”和点源、线源、面源、内源“四源同治”，
实施“双零计划”。 仅 2021 年安排实施的工程
项目就达 136 个、总投资 88 亿元。 目前全湖水
质基本稳定保持 IV 类，碧水蓝天、鱼跃人欢的
美丽景象正在逐步呈现。

重大原始创新连续突破

合肥大科学装置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墨
子传信 、悟空探秘 、热核聚变 、铁基超导 、“九
章 ”和 “祖冲之号 ”等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的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与此同时，合肥滨湖科
学城实质运行，安徽创新馆建成使用。 主要创
新指标稳居省会城市前十，跻身
世界区域创新集群百强。

碧波荡漾天鹅湖。。 ((资料图片,,合肥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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