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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冬， 宿州成立第一家国营贸易公
司———光华贸易公司。

● 1951 年 5 月，经政务院批准，复置宿城市，
隶属宿县专署。

● 为彻底解决皖北地区水患问题，1966 年 10
月 14日，国务院批复新汴河工程建设，1970年 5
月竣工。 新汴河工程采用“洪涝分排、低水低排、
高水高排、各走各路”的治水新理念，历经三冬四
春，前后约 100万民工和技术人员参与新汴河工
程。 新汴河工程的完工，彻底解决了豫东、皖北、
苏北 １０００多万人长期饱受水患灾害问题， 成为
中国治水工程上的一大创举，留下了“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科学治水、团结奉献”的新汴河精神。

● 1972年 8月 3日，《安徽日报》 刊发长篇通
讯《白衣红心李月华》，报道泗县乡村医生李月
华的感人事迹。 李月华，女，1938 生，江苏宿迁
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医生家庭，小时随父
亲过着漂泊行医的生活，后定居泗县，先后在泗
县草沟、丁湖公社医院工作。 李月华工作负责，
和蔼可亲， 十几年如一日走村串户为农民看病
防病，视病人如亲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
了不平凡的事迹。她处处为病人着想，医院里的
病房不够，她就腾出自己的房间和床铺，把病人
安排到自己家里住宿和治疗， 群众亲切地把它
叫做“家庭病房”。1971年 8月 31日因坚持抢救
垂危产妇，劳累过度，引起严重脱水和酸中毒，
不幸以身殉职，时年 33岁。 她短暂的一生，是全
心全意把健康和幸福送给人民的一生。 中国共

产党宿县地区委员会根据李月华生前申请，追
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继《安徽日报》之后，
《人民日报》也长篇报道了李月华的事迹。

● 1977 年，宿县地区师范学校改为安徽大学
宿县地区师范专科班， 该校于 1980 年经国务
院批准为宿州师范专科学校。

● 1983 年 10 月， 省内第一座采用合成胶粘
剂加固的宿州市新汴河大型双曲拱桥作业工
程完工，屹立于汴水之上。

● 1984 年 3 月 15 日， 安徽省皖北矿务局在
宿城建立。

● 1985 年 9 月， 正式开办宿州调频广播电
台，呼号为“宿州人民广播电台”。

● 1999 年， 中共宿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
开。省辖宿州市正式挂牌成立。宿州“110”报警
服务台正式开通运行。

● 2007 年，粮食总产 74.4 亿斤，居全省第四
位；油料总产 24.2 万吨，居全省第四位；棉花总
产 5.6 万吨，居全省第三位；肉类总产 48.59 万
吨， 占全省 12.0%， 居全省第三位； 蛋类总产
24.6 万吨，占全省 18.9%，居全省第一位。

● 2008 年，宿州市被列入全国第二批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并率先在全国创新试点
“人地挂钩”模式，连续 19 年实现了耕地占补
平衡。

● 2009 年 9 月 ， 全球排名第二的鞋业巨
擘———百丽鞋业在宿州奠基开工。

● 2010 年，埇桥区成功申报第一批“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次年又被批准为“全国农村改
革试验区”。

● 2010 年 12 月 3 日，国产“和谐号”新一代
高速动车组在宿州测试点的最高运行时速达到
486.1公里，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

● 2011 年，中国第一代互联网高科技企业世
纪互联入驻宿州， 建设华东最大的大数据中
心。 紧随其后，华为、浪潮、腾讯、科大讯飞、阿
里巴巴等数十家龙头企业相继落户， 云计算、
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

● 2012 年，宿州市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启动
试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创新模式连续多年写
入中央一号文件。 同年，宿州被纳入中原经济
区规划范围。

● 2012年 5月至 12月，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对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故道泗县段进行考古发掘，
发现凹槽、柱洞及古人脚印等遗迹，并出土一批
唐宋时期的陶瓷器、骰子、围棋子、铜钱、铜镜等
珍贵文物。通过考古挖掘证实，通济渠故道泗县
段在历史上未经过大的改造， 基本保持通济渠
河道的最原始风貌，是全国目前唯一有水的“活
运河”，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和文化价值。

● 2014 年 6 月 22 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安徽段是隋唐大
运河通济渠（汴河）的主要组成部分，全长 180

公里 （其中有水河段约 47 公里， 无水河段约
133 公里），宿州市境内长 141.5 公里。 宿州市
泗县境内保存有一段长约 5.8 公里运河故道，
是隋唐大运河的活态遗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至今水清堤绿，保持着原始风貌。

● 2014 年 9 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皮
革协会、安徽省人民政府和宿州市人民政府四
方共建安徽宿州———中国现代制鞋产业城。

● 2015年8月，安徽省政府批复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加挂“安徽宿州现代制鞋产业园”的牌子。

● 2016年初，埇桥区政府与安徽省农业信贷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及农业银行宿州分行在全国率
先共同推出了“劝耕贷”。2016年底，财政部向全国
推广宿州首创的“劝耕贷”模式，这标志着宿州在
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领域走出了新路径。

● 2017年 4月 1日，《宿州市农村垃圾治理条
例》正式施行，它有效改变了过去依靠行政命令
推动农村垃圾治理的做法，形成了农村垃圾治理
长效机制。 近年来，宿州市地方立法权改革取得
历史性突破， 相继出台 《宿州市城镇绿化条例》
《宿州市市容治理条例》《宿州市农村垃圾治理条
例》《宿州市采石场修复条例》《宿州市公园条例》
《宿州市城市养犬管理办法》《宿州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宿州市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条例》等。

● 2018 年度，宿州市乡镇设立扶贫工作站和

驻村工作队做法， 被国务院办公厅总结推广，
并写入“脱贫攻坚三年计划”。

● 2018年 12月 9日，宿州徐州两市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在原埇桥经济开发区的基础上建设宿
徐现代产业园，力求打造一体化发展“桥头堡”。

● 2019 年 10 月 15 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吸纳蚌埠等
7 个城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提案》，
标志着宿州正式加入长三角“朋友圈”。

● 2019 年 11 月 30 日， 总投资 25 亿元的徐
宿快速通道———符离大道建成通车；2020 年 1
月 20 日，G206 国道 902 省际直达公交开通，标
志着我省首条城际公交班线开通运行。

● 2019 年 12 月， 埇桥区现代农业产业园通
过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的考核验收，被认定为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 2020 年， 四县一区全部摘帽，359 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61.27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
攻坚成效考核连续 4 年位列全省第一方阵，是
安徽省唯一连续 4 年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的省
辖市，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全面完成。

● 2020 年，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首创首成，群
众满意率稳居全国前列。 阿里巴巴长三角首个
“数字农业产业带”落地宿州，农业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数字赋能步伐加快。 宿州市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经济带和粤苏皖赣四省物流大
通道，加快建设千亿级黄淮海（宿州）智慧物流
产业园，努力打造区域性综合物流中心，被列
为全省唯一的交通运输物流试点市。

● “十三五 ”期间 ，独具宿州特色的改革发
展成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 宿州在全省率
先启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 率先出台新型
城镇化建设实施方案， 率先出台加快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措施， 实行 “三权保
障”“五有并轨”，户籍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
展。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第一单花
落宿州市埇桥区，作为全国第一批试点县区，
埇桥区探索走出一条符合农民意愿、 富有皖
北特色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的新
路 。 “十三五 ”期间 ，宿州市综合实力大幅跃
升，地区生产总值连跨 8 个百亿元台阶、总量
突破 2000 亿元，财政收入超 200 亿元，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值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连续多
年保持 20%以上增长，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始
终保持在全省前列。

● “十四五”开局之年，结合地方实际，宿州
市确立了“一城两区三基地”的发展方向和重
点。 “一城” 即皖苏鲁豫交汇区域新兴中心城
市。 “两区”即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皖北承接产业
转移集聚区、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 “三基地”
即长三角数字经济基地、现代物流基地、绿色
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安徽日报》报道李月华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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