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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好“四梁八柱” 加速转型升级
———开局之年新看点④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新形势和资源
型城市转型新要求，淮北市以“五群十链”
为突破口，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开辟出一
条转型发展新赛道。 该市 1 月至 6 月战
新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60.8%，增速全省排
名第一，高于全省平均 24.6 个百分点，战
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27.2%。

“五群”和“十链”是淮北市立足新发
展阶段，着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现有产
业基础上谋划确定的， 既是淮北市多年
转型发展的成果体现， 也是当地未来产
业的“四梁八柱”。

转型发展，打造“五群十链”
今年上半年 ，《淮北市提升重点产

业集群和产业链水平实施方案》正式出
台。 该方案将 5 个产业集群和 10 个产
业链明确为产业攻坚方向，即培育壮大
陶铝和铝基高端金属材料、先进高分子
结构材料和精细化工、绿色食品和医药
健康 、高端装备制造 、新型建材 5 个产
业集群 ，聚焦提升陶铝新材料 、铝基高
端金属材料、 先进高分子结构材料、绿
色食品、医药健康、智能制造装备、纺织
服装 、锂电池 、电子元器件 、氢能源 10
条产业链。

淮北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张玉玲说，该市发展“五群十链”
初具基础，5 个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相
关产业在技术创新中实现突破。其中，陶
铝新材料 10 项成果入驻安徽创新馆 ，
“纳米陶瓷颗粒 （TiB2）增强铝基复合材

料大飞机蒙皮” 项目列入安徽省科技重
大专项，建业科技“耐爆炸冲击铝合金材
料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获安徽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

目前，淮北市重点产业“五群十链”
工作专班已经成立， 负责日常综合协调
工作，同时下设综合协调、企业服务、项
目服务三个工作组， 制定了六项工作机
制，包括调度推进机制、纾难解困机制、
运行监测机制等。

该市明确，“五群十链” 企业发展和
项目建设中的问题及诉求， 各级各部门
要做到“随时办”“马上办”，并建立企业
（项目）纾难解困台账。 属地能够解决的
由属地负责解决；属地无法解决的，报本
产业链牵头部门，协调链长进行解决；确
需市级层面予以解决的， 由本产业链牵
头部门报淮北市工业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协调市政府予以解决。

“淮才优遇”，赋能高质量发展
推动“五群十链”产业提升，加速形

成集聚效应，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双招双引”。淮北市建立群长制、链长制，
市级领导领衔挂帅、统筹推进该项工作。

淮北市紧紧围绕构建以“五群十链”
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推进精准
招商，引导各级各部门聚焦主导产业、关
键区域和重点企业开展延链补链式招商。

今年 6 月下旬， 淮北市首批县干招
商组培训班开班。 该市从市直相关部门
和各县区、淮北高新区、新型煤化工基地
抽调 102 名县级干部、204 名业务骨干组
建 102 个县干招商组， 组织开展专题培
训班，进一步掀起了招商引资工作热潮。

淮北高新区先后签约包括盛御新能
源在内的 8 个锂电项目， 进一步促进锂
电产业链加速集聚耦合， 基本形成从上
游正负极材料、隔膜到中游电芯、数码软
包电芯，再到下游 PACK 电池组、电源模
块、电动车等终端产品的完整链条。濉溪
县则成功签约光明生态智慧牧场项目，
并与光明食品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有望在奶业加工、乡村旅游等方面展
开全面合作，有力带动淮北市绿色食品、
文化旅游等产业快速发展。

淮北市结合“走万户访千企”主题活
动，专人“一对一”包保招商项目，从对接
洽谈、 签约落地到开工建设进行全过程
跟踪服务。

做强产业链的基础关键在人。 值得
一提的是，淮北全市人才工作升级为“书
记工程”，以更高站位谋划、更高起点推
动、更高质量落实，紧密结合“五群十链”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需要， 深入实施新时
代“相城英才计划”，推深做实人才储备
金制度，帮助企业解决人才引进难题。

淮北市还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略机遇，分别与宜兴环科园、昆山经济开
发区、 上海莘庄工业园区等长三角地区
开发区签订园区共建协议； 深度融入徐
州都市圈， 启动建设段园省际毗邻地区
新型功能区， 编制完成先行启动区成片
开发方案。

顶格推进，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
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
要讲话、作出重要部署。

“这为我们构建‘五群十链’现代产
业格局、加快推动更高质量转型发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自觉对标对表，深
入学习贯彻， 将其贯穿到推动 ‘五群十
链’产业提升的各领域、全过程。 ”淮北市
委书记张永说。

7 月 29 日下午，淮北市陶铝和铝基
高端金属材料产业行业的企业家相聚
一堂。 淮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与 28
家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 10 家企业负
责人敞开心扉，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围
绕生产经营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畅
所欲言。 与会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
绕企业家提出的难点 、堵点 、痛点问题
作出回应。

淮北市通过定期举办这样的活动，
动态掌握企业诉求，帮助创新管理、创建
品牌、创优效益。

“要以问题为导向，顶格倾听、顶格
回应、顶格办理，认真梳理企业家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措施，
并及时跟踪反馈， 全方位助力企业做大
做强。 ”张永在会上表示。

今年上半年，“五群十链”主导产业
中，“五群”“十链” 产值分别增长 25%、
30.4%。 淮北市要求各级各部门全力支
持实体经济特别是 “五群十链 ”企业发
展，竭尽所能地搞好服务。 该市在全省
率先出台“降电助企”10 条新举措，降低
企业用电成本 8448 万元；落实“即报即
审即兑 ”奖补程序 ，第一批为企业奖补
资金 2249.4 万元 ；积极开展 “十行千亿
万企”融资服务行动，截至 6 月末，新增
企业信用贷款 13.78 亿元， 中长期贷款
占比 61.13%。

本周淮河以南迎持续降雨
局部大暴雨

本报讯（记者 史力）据省气象台最新
预报，本周我省淮河以南将迎来持续性降
雨，局部地区大暴雨。 气象部门提醒要关
注强降雨带来的内涝和山洪等灾害。

具体来看，此轮降雨中，强降雨区主
要集中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 其中 8
月 9 日部分地区中到大雨，10 日到 11 日
部分地区暴雨， 局部大暴雨，12 日到 15
日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预计未
来一周累计降水量， 大别山区和沿江江
南 100～200 毫米，局部 200～300 毫米；江
淮之间中部 70～150 毫米， 局部 160～260
毫米； 江淮之间北部 30～60 毫米， 局部
70～120 毫米；淮北地区 5～15 毫米。 与历
史常年同期相比，大别山区、沿江江南和
江淮之间中部偏多 1～2 倍； 江淮之间北
部接近常年，淮北地区偏少五至七成。

具体预报为：10 日淮北地区多云到
阴天； 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
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大别山区局部
暴雨。 11 日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有
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大别山区和沿江
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12 日
淮北地区多云； 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有
阵雨或雷雨， 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
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3 日
到 14 日全省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
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 部分地区中到大
雨。 15 日江北多云；江南多云到阴天有
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

气象部门提醒， 未来一周淮河以南
有持续降水过程， 需防范江淮之间南部
和江南持续降水导致的城乡积涝， 以及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山洪、地质灾害。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记者 范孝东）8 月 5 日至 6

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强率调研组
赴太和县调研高素质农民培训情况。 调
研组一行深入当地产业园区、 农业企业
等地，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报、走访交
流等方式， 全面了解太和县高素质农民
培训情况。

调研组指出，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
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是一项
重要基础工程、战略工程、民生工程，要
摆在重要位置来抓， 大力培育有文化、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适应现代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农民队
伍。 要立足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
展壮大 ，支持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
社 、 专业技术协会等主体承担培训职
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要当好
高素质农民培训的探索者、组织者和引
领者 ，创新培训方式方法 ，增强培训实
效，让高素质农民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发挥应有作用，为走向共同富裕奠定
坚实的基础。

为打造乡村全面振兴安徽样板建言
本报讯 （记者 李浩）8 月 2 日至 4

日，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莉率专
题调研组赴怀远县， 围绕省委书记领衔
督办重点提案 “打造乡村全面振兴安徽
样板”主题，开展“四级委员在行动”专项
民主监督调研。

调研指出， 蚌埠市及怀远县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扎
实推进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政治站位
高、开局措施实、工作思路清。下一步，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

指导，准确把握新阶段新要求，切实增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功成不必
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历史担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组织
规划编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坚决落实
好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 奋力谱写乡
村振兴新篇章。 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 坚持建言资政和
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为打造乡村全面振
兴安徽样板作出积极贡献。

“群众的笑容，就是最大的动力”
———记萧县圣泉镇党委书记武洲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5 年前，33 岁的他主动请缨来到国
家级贫困县的乡镇基层工作， 扎根在脱
贫攻坚一线。 他就是萧县圣泉镇党委书
记武洲。

“这里资源禀赋并不差 ，可为什么
穷，如何才能拔掉‘穷根’？ ”刚到镇上不
久，武洲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为掌握脱
贫攻坚第一手资料，他走遍了全镇所有
自然村和社区， 与基层干部促膝谈心，
和贫困户聊村情谈家常，力求找出贫穷
的症结，以便对症下药。

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是稳定脱贫、
防止返贫的治本之策。 在产业项目申报
和落地过程中，武洲总是跑前跑后协调，
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穆集村申报新
建冷库项目却找不到适宜地块， 武洲马
不停蹄地带着镇国土所工作人员跑遍了
穆集村每一块建设用地， 终于解决了这
个项目落地中的最大困难。 2020 年，圣
泉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村集体经济收
入全部超过 5 万元，其中 4 个村超过 20
万元。

2020 年初 ，面对突发疫情 ，武洲和
同事们一起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全

镇 1000 多名党员干部下沉到 368 个网
格参与疫情防控。

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大气污
染防治中，圣泉镇共摸排 66 家“散乱污”
企业，武洲把最难啃的“骨头”留给自己，
帮助整改困难的企业争取资金， 加快改
造进度、落实环保要求，对不具备整改条
件的企业， 坚决予以取缔， 有力推动了
“散乱污”企业治理。 在整治农村环境工
作中，全镇清理坑塘 47890 平方米，清除
垃圾 54540 立方米，拆除破旧危房、私搭
乱建共 24880 平方米， 有力改善了辖区
的人居环境卫生。

萧县凤城新区是该县对接徐州都市
圈、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
圣泉镇则是凤城新区建设的 “主战场”，
棚户区改造是其中的重点工作， 也是最
大的挑战。

“我们肩上挑的不仅仅是棚改任务，
更是全县未来的发展和老百姓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我们要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
去开展工作。 ”在每次调度会上，武洲总
是这样激励全镇党员干部。

2020 年 5 月至 8 月，武洲每天都要
到凤城新区现场察看和指导， 对于棚户
区 1000 多处房屋的基本情况和征迁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他都能一一道来。在他
的推动下，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带头攻
坚， 每名班子成员带 1 个攻坚小组包保
1 个拆迁网格，讲政策、说道理 、做思想
工作；村“两委”成员和公职人员服从大
局带头进行房屋拆迁合同签约， 在群众
中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许多群众从
不理解到积极支持配合。 凤城新区征迁
签约第一阶段，即完成 95%以上的房屋
拆迁合同签约。

“只有园区产业壮大了 ，才能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 ”武洲说 。
近年来 ， 圣泉镇加快循环经济工业园
区建设 ， 新投入 3 亿元进行厂房 、道
路 、管网 、水利 、通信 、电力等配套设施
建设 ，行政办公楼和员工宿舍已建成 ，
标准厂房主体已建设完成 ， 建成厂房
企业入驻率 80%以上。2020 年，园区共
引进已签约项目 9 个 ， 待签约项目 1
个，总投资 16.1 亿元。 2020 年，园区规
模以上企业完成产值约 45 亿元 ，实现
税收约 1.3 亿元，被省里批复为经济发
达镇。

“群众的笑容，就是最大的动力。 只
要群众满意， 我们党员干部就是再苦再
累都是值得的！ ”武洲说。

支持创业梦想 点亮致富希望
■ 本报记者 柏松

日前， 淮南市潘集区架河镇杨集村
种植户陶荣矿领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接过钥匙，他迫不及待地开始试驾起来。

“非常感谢淮南市总工会对咱们种
植户的帮助。 ”李桂良是葡萄种植专业
合作社成员 ，对他们来说 ，生活的大部
分时间都是和土地打交道，如今领到电
动车 ，粮食 、水果等农作物的运输将会
更加方便。

当天在潘集区架河镇政府门前，一
辆辆系着大红花的三轮电动车停成两
排，几十位村民围在跟前。 这里是 2021
年淮南市总工会创业就业援助———“生
产资料支持创业”启动仪式的现场。

“创业就业工作关系到广大职工群众
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淮南经济社会实现高
质量发展。 ”淮南市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
在启动仪式上说， 此次为架河镇 20 户从
事种植养殖的农民工提供生产资料支持，
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创业就业。

今年 26 岁的许迎雪是一名青岛黄
海学院毕业的大学生， 乡村振兴大幕开
启后， 她回到家乡小郢村从事农业生产
工作。

“有了电动车，将大大减轻生产生活
负担。 这次活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政府
对就业创业的支持， 我也将努力在农村
的大舞台上实现致富梦想， 为乡村振兴
作出自己的贡献。 ”许迎雪告诉记者。

开展生产资料支持创业， 是淮南市
工会组织践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创业就业”的重要举
措， 是实施工会创业就业援助的一项重
要行动，也是工会组织开展“我为职工办
十件实事”的重要内容。 2016 年以来，淮
南市各级工会组织积极开展生产资料支
持创业活动，通过项目扶持、资金支持、
典型选树，先后帮助了 80 多名煤炭行业
分流职工、 困难职工以及加入工会组织
的农民工实现创业就业， 在推动创业就
业工作中有效发挥了工会组织作用。

“淮南市各级工会组织发挥工会引
导 、帮助 、扶持 、服务的职能作用 ，通过
落实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服务职工，促
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淮南市总工会负
责人代萍告诉记者。 今年，工会已发放
电动车 30 辆，开展家政培训促就业 150
人，开展革命老区原贫困县职工技能培
训促就业 80 人， 开展去产能企业职工
技能培训稳就业 2910 人。

8 月 9 日，马鞍山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 10 千伏线路上不停电作业，为宁马高速“四
改八”马鞍山段建设接通电源。 该改扩建项目是马鞍山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也是
等高对接长三角、深度融入南京都市圈核心项目。本次不停电作业中，线路涉及的 20家
企业和 330余户居民生产生活用电未受任何影响。 本报通讯员 陶洋 王强 摄

亳州民用机场
初步设计获批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 通讯员 武

立祥） 记者 8 月 9 日从省发展改革委
获悉，近日，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会同
省发展改革委批复了亳州民用机场工
程初步设计及概算， 为项目年内开工
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根据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机场主要
建设内容和规模为： 新建一条长 2600
米跑道、2 条垂直联络道、8 个 C 类机位
站坪，新建航站楼 6078 平方米、航管楼
及塔台 1196 平方米 、 综合业务楼
2891.5 平方米、 货运站 930 平方米，配
套建设空管、供油、供电、消防等辅助设
施。 项目核定概算总投资 10.8亿元。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积极配合亳州市有关方面，
按照民航机场建设管理规定， 抓紧开
展机场施工图设计和招投标等相关工
作，确保机场年内早日开工建设。

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8 月 9 日，省

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8
月 9 日 20 时至 8 月 10 日 20 时， 安庆
市全境，六安市全境，铜陵市全境，黄山
市全境，池州市全境，合肥市的庐江县，
宿松县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
注意防范， 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
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日前， 游客在霍邱县城西
湖乡万亩莲藕种植基地观景栈
道上观赏荷塘美景。 作为淮河
流域行蓄洪区乡镇，近年来，当
地发展与行蓄洪区相适应产
业，通过土地流转，建成 2.3 万
余亩莲藕种植基地， 打造以精
品莲藕、莲子、莲心、荷叶、荷茶
等加工和旅游观光项目为主导
的产业， 促进行蓄洪区群众稳
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特约摄影 陈力

行行蓄蓄洪洪区区
建建起起万万亩亩荷荷塘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