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 5月 19日，在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美菱公司日产万台环保节能冰箱生产线上，工人正在抓紧生产。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吴文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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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大省的精彩“蝶变”
这是一方敢为人先的热土， 一次次书写时代传奇；

这是一片勇于革新的天地，一次次引领风气之先；这是
一处创新喷涌的泉源，一次次刷新进步的前沿。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安徽人民艰苦奋斗，砥砺前行，实现了经济发展突飞
猛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事业日新月异，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回顾历史，1949年前，安徽处在落后的农业社会之中。
而在 1949年到 1957年间，通过实施土地改革、建立国营企
业、扶助私营工商业等多项重大措施，安徽经济社会发生明
显变化。 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 28.67亿元， 其中农业产值
22.17亿元，比 1949年增长 25.6%；1953年至 1957年，安徽
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兴建了第一纺织印染厂、安徽造纸
厂、 蚌埠玻璃厂、 合肥无线电厂等一批工业企业；1957年
底，工农业总产值达 43.19亿元，比 1952年增长 51.6%。 其
中，工业总产值 15亿元，年均增长 16.8%。 一个长期贫穷落
后的农业省份走上了摆脱贫困、开启工业化的征途。

1958 年至 1978 年间，由于历史原因，安徽经济发展
进入了曲折发展阶段。 数据显示，这个阶段安徽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74%，年均增长 2.7%，为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
来发展最慢的时期。改变很快发生。1978 年冬，凤阳县小
岗村在全国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
的大幕。 1979 年后，以“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为主要形
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农村推广开来。 农村生产力得到
解放，乡镇企业加快发展。 同时，安徽开启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 1982 年，第一个县工业园———肥西桃花工业园设
立、 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安利人造革有限公司成
立。1990 年“八五”计划完成时，安徽地区生产总值达 658

亿元，比 1978 年增加 492 亿元。 其中，工业产值 251.48
亿元、农业产值 246.17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 160.37 亿元。
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标志着安徽开始由传统农
业省向工业大省的转变。

转变中，一个正在“蝶变”的安徽出现；转变中，伟大
的建设成就惠及江淮儿女。 而 1991 年之后，“蝶变”跑出
“加速度”。

“八五”计划完成后，安徽家用洗衣机和电冰箱产量
分别居全国第 2 位和第 3 位，钢铁、化工、水泥产量均居
全国前列，步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九五”时期，实施
名牌战略和大企业集团战略，形成具有明显市场优势的
产品群和企业群；“十五”期间，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制。
2003 年起，实施“861”行动计划，围绕八大重点产业基地
和六大基础工程，上马了一大批支撑力和牵动性强的重
大项目。 至 2005 年，安徽汽车成为国家自主品牌汽车的
重要力量，家电继续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十一五”时期，
实施工业强省战略 ，提升 “861”行动计划 ，着力培育汽
车、电子信息、家电、装备制造等骨干支柱产业。 2012 年，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2.7∶54.6∶32.7， 其中工业增加值占
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6.6%，工业强省地位初步确立。

传统农业大省的精彩“蝶变”，离不开安徽持续推进
改革，为发展提供的不竭动力。 作为农村改革的主要发
源地，安徽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持
续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1979 年开始，安徽启
动了以改革企业经营体制为主要方向的城市改革。 上世
纪 80 年代，安徽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鼓励、扶持创办
城市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推行多种形式的企业经营责
任制，各类市场主体迅速发展。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股份制改革、兼并重组等改革
措施，培育了一批在国内有地位、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
大公司大集团。 本世纪初，在全国率先探索农村税费改
革，为终结延续了 2600 多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
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传统农业大省的精彩“蝶变”，离不开准确把握宏观
形势，不断推进的工业升级。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商品普
遍短缺的现状，安徽着力轻工大省建设。 1993 年，出台促
进轻工业发展的“1114”计划，集中资金对家电、日化、酿
酒、造纸、塑料 5 个优势行业进行改造提升。 到 1998 年，
全行业中大中型企业比 1992 年增加一倍， 涌现出一批
国内名牌产品，安徽“轻工大省”称号应运而生。 2003 年，
提出“861”行动计划，随后不断调整提升“861”行动计划
的内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007 年，印发《关于工
业强省的决定》，着力培育重要骨干支柱产业，推进传统
产业高新技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传统农业大省的精彩“蝶变”，离不开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为跨越发展打下的坚实基础。 安徽始终坚持把创
新作为发挥后发优势 、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第一动力 。
1995 年，安徽开始实施“科教兴皖”战略，着力推进重大
科技成果应用推广。 2004 年，启动合肥国家科技创新型
试点市建设。 2008 年，启动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和
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创新型安徽
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从一穷二白到生活小
康，从农业大省到轻工大省、工业大省的跨越，安徽的精
彩“蝶变”持续演绎，不断激励江淮儿女战胜一个又一个
困难、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工业化大事

1953 年 5 月，铜官山冶炼厂正式投产，炼出新中国第一炉粗铜。
1956 年 2 月，安徽省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召开，宣布全省已基本实现合作化，

会上成立了安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社。
1957 年，安徽省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 工业总产值达 18.09 亿元，年平均

增长 16.9%。
1958 年 3 月，马鞍山铁矿厂炼出第一炉电炉钢，结束了安徽有铁无钢的历史；4 月，裕溪口煤

码头竣工投产。 这是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机械化内河港口。
1960 年 5 月 1 日，芜湖造船厂试制成功国内第一艘铝质长江水翼客艇。
1969 年 3 月，巢湖汽车配件厂自行设计、制造出江淮牌载重汽车，结束了安徽不能制造汽车

的历史。
1970 年 7 月，合肥无线电厂试制成功 701 型黄山牌黑白电视接收机。
1977 年 12 月，安庆石油化工总厂炼油厂竣工投产，结束了安徽不能炼油的历史。
1980 年 1 月，省委召开全省工业会议，提出要了解市场，懂得市场，学会做生意，生产适销对

路产品，要把调整的重点放在大力发展轻纺工业上。
1984 年 7 月，安徽省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国安利人造革有限公司在合肥成立。
1988 年 6 月，国家“六五”重点项目———蚌埠平板玻璃厂浮法玻璃生产线建成试产。
1993 年 4 月，省政府印发《安徽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全面落实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强化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增强工业企业活力。
1997 年 11 月，国家“八五”重点工程、安徽省最大中外合资项目———铜陵金隆铜业有限公司

投产。
2004 年 11 月，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阿拉多公司合作，授权制造、组装、销售和进口

代理奇瑞轿车，实现中国汽车技术出口零的突破。
2007 年 8 月，全省工业强省大会召开，强调推进工业强省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资

源大省向新型工业强省的跨越。
2009 年 4 月，总投资 175 亿元的京东方合肥液晶面板生产项目，在合肥市新站区动工。 这是

国内首条 6 代液晶面板线，也是国家《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计划》出台后首个开工建设的大型项目。
2010 年 1 月，国务院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
2011 年 3 月，安徽全面启动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千百十工程”。
2012 年 5 月，省政府印发《2012 年“861”项目投资计划》，提升“861”行动计划内涵。

城镇化大事

1953 年 4 月，安徽省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 经普查，全省人口
为 30663217 人。

1982 年 3 月，省委召开小城镇建设座谈会。 会议提出加强小
城镇建设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要积极发展小城镇经济，使
其成为改变农村面貌的前进基地。

1984 年 2 月，全省城镇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提到，从
1979 年到 1983 年，全省共安排 110 多万人就业，缓和了城镇就业
矛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遗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992 年 1 月，全省房改工作会议召开，宣布全省城镇全面推
行住房制度改革。

1996 年 1 月， 安徽作出 《关于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决
定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 ，提高城镇化水平 ，加速城乡一
体化进程。

1999 年，安徽制定并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快安徽小城镇发展
的若干意见》。

2001 年 5 月， 省政府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
见》，确定“十五”期间，各市所辖区和县级市，要形成以街道办事
处、居委会为依托，以社区服务中心等设施为载体，以便民利民服
务为内容的社区服务网络。

2001 年，省政府制定并实施《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纲要（2001-
2010 年）》，首次提出全面实施城镇化战略。

2006 年，中共安徽省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实施中心城市带
动战略。

2008 年，安徽实施城乡统筹大战略，马鞍山、芜湖成为首批省
级城乡一体化试验区，合肥、铜陵、淮南和淮北等四市被确定为城
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市。

2011 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意
见》，研究制定了新型城镇化“11221”工程实施方案；中共安徽省第
九次代表大会提出，坚持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

听历史回响

1952 年 1 月，佛子
岭水库大坝开工建设。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和施

工的第一座大型连拱

坝，1954年竣工。

1977 年 12 月 ，合
肥骆岗机场建成通航。

1991 年 10 月 ，合
宁高速公路 (安徽段)建
成通车。 这是安徽境内
第一条高速公路。

1995 年 12 月 ，铜
陵长江公路大桥竣工

通车 ，被称为 “皖江第
一桥”。

2000 年 9 月，芜湖
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这
是安徽省第一座公铁两

用长江大桥。

2008 年 4 月，合宁
铁路正式通车。 这是安
徽省第一条高速铁路。

2001年 12 月 ，临
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复

建工程正式开工，2007
年竣工并投入运行。 该
工程在治淮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

2008 年 12 月 ，铜
陵皖能发电公司百万千

瓦机组扩建工程开工。
该工程是全省第一台百

万千瓦超临界燃煤发电

机组和单机容量最大的

火力发电机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