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9月 7日 星期二 7区域风采

涡涡淮淮起起大大潮潮 榴榴乡乡日日日日新新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过去的五年，怀远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观，围绕全省争先、皖北领先、蚌埠率
先的发展定位 ，大力实施 “工业强县 、农业固
县、生态立县、三产活县”发展战略，实施了一
系列创新性举措， 补齐了一系列发展短板，打
造皖北最美县城，建设美好幸福怀远取得了明
显成就，最大努力地让全县人民共享。

综合实力更强了，城乡面貌更靓了，环境
颜值更美了，群众口袋更足了……奋斗创造历
史，实干成就未来。 今日的榴城大地，一派只争
朝夕、生机勃勃景象。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鼓足
美好幸福怀远高质量发展的信

心和干劲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经济保持
平稳健康发展。

———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 2020 年 ，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425.1 亿元 ，位居皖北前列 、全
省前十左右 ， 经济总量占蚌埠市的比重由
“十二五 ” 末的 19.1%提升至 20.4% ， “十三
五 ”时期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保持年均增长
6.0%的中高增速。

———工业发展提质增效。 规上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 7.4%， 规上工业总量占全市的比重，
从“十二五”末的 17.4%上升至 25.1%。 5G 移动
通信器件入围全省重大新兴产业工程，成功创
建省级出口汽车零部件质量安全示范区、省级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机电高新类），荣获安徽省
质量强县、制造业“十强县”等称号。

———现代农业稳步提升。 建成糯稻、石榴

等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10 余个，培
育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77 家，“三品
一标”农产品 96 个。 “白莲坡贡米”“怀远石榴”
入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名录，怀远（糯
稻）被列为全省首批“一县一业（特）示范创建
县”，保持“五个一批”工程 20 强县之首地位。

———商贸服务提档升级。 坚持扩大内需，
畅通循环体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1.7%。 线上消费等新业态发展迅速，全县农村
电商服务站点达 325 个，荣获安徽省农村电商
“全覆盖先进县”“巩固提升示范县”等称号。

注重统筹协调发展， 城乡建设面貌焕然
一新。

———城市建设稳步推进。 累计实施城市大
建设项目 580 余个，完成投资 800 多亿元，城镇
化率由“十二五”末的 41.1%提升至 48.5%。连续
五届入选“安徽省文明县城”，成功创建国家园
林县城、安徽省园林城市。

———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加快实施城市畅
通工程，S230（常坟—白莲坡段）、涡河五桥及卞
和路等一批市政道路建成通车，G329、G206 新
建改建项目稳步实施， 城市交通路网不断完

善。 累计新建、改扩建县乡村道路 1600 公里。
———乡村面貌持续改善。 完成 16 个农村

乡镇政府驻地建成区整治建设和 145 个美丽
乡村中心村建设，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服务短
板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共享了发展
成果。

突出激发内生动力， 县域竞争优势不断
集聚。

———全面深化改革成效显著。 累计实施深
化改革事项 493 项。 其中，具有特色化、创新性
的改革事项 13 项。 其中，“一户一块田”改革入
选全国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县管校聘”改革走
在全省前列。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全县拥有战略性
新兴企业 50 家、高新技术企业 51 家，累计获得
专利授权 560 件。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强县
工程示范县”验收，荣获“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
市”“国家级具有知识产权影响力县”“全省首
批人才强县”等称号。

———“双招双引”成果丰硕。 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机遇，坚持“走
出去”与“请进来”、“招财”与“引智”相结合，累
计利用市外到位资金 695.5 亿元， 外商直接投
资 10.2 亿美元。

注重推动共建共享 ， 社会民生福祉持续
改善。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全县 51 个贫
困村率先出列， 在全省首批实现贫困县 “摘
帽”，24415 户 55665 人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全部
脱贫。

———疫情汛情防控有序有力。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容应对，果断出击，以高
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有力有效的措施，快速打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第一时间构筑起疫
情防控的坚固防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 ，及时制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16 条 ”
等措施，最短时间复工复产、复市复学。全面打
赢淮河涡河严重汛情、荆山湖行蓄洪区抗灾救
灾保卫战，灾后重建“四启动一建设”任务顺利
完成。

———民生保障持续强化。 累计投入民生类
资金 300 余亿元，33 项民生工程和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稳步推进。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深入推进“雪亮
工程”和综治视联网项目建设，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实现阶段性目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
续提升，荣获“省平安县”称号。 安全生产事故
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未发生重特大安全
生产事故。 深入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
态文明建设不断加强。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间不负奋斗者。
过去的五年，是抓攻坚、抗大疫、防大汛、

保稳定、治污染、补短板、清遗留、强经济、促振
兴的五年， 是多种困难和矛盾叠加下知重负
重、行稳致远的五年。

一首首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雄浑
乐章在涡淮大地昂然奏响。

只争朝夕，砥砺前行，全面
描绘美好幸福怀远高质量发展

新蓝图

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 勇往直前，创
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十四五”，又一段崭新的历程已然开启。
怀远县将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
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
量推进五大发展行动计划，深入实施“工业强
县、农业固县、生态立县、三产活县”发展战略，
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三中
心两基地”建设，奋力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实现更大作为，在全省县域前列中实现争先
进位。

今后五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以下
主要目标。

———综合实力实现更大跃升。 经济总量突

破 700 亿元，稳居全省前八，力争前五。 经济增
速明显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在全省考核评价中
位次逐年上升，进入 B 类县先进行列，争取进
入 A 类县。 三次产业比重更趋优化，工业投资
年均增长保持较高水平。

———协调发展实现更大作为 。 高质量供
给持续扩大，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综合立
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现代流通体系更加完
善。 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更加
畅通，进口和出口、投资和贸易协调发展格局
加快形成。

———创新能力实现更大增强。 创新能力保
持皖北第一方阵，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体制
机制改革、重大平台打造、创新主体培育等走
在全省县区前列。 高新技术企业数、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等主要创新指标明显上升。

———改革开放实现更大突破。 要素市场化
配置机制更加健全， 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健全，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区域协调合作扎
实推进，高水平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
蚌—怀—凤一体化发展。

———文明程度实现更大提高。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持续巩
固，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
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

益丰富，文化软实力明显增强。
———生态文明实现更大进步。 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持续优化， 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生产
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明显，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

———民生福祉实现更大增进。 就业和社会

保障更加充分，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保
持基本同步。 公共卫生体系更加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脱
贫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治理效能实现更大提升。 社会主义民
主法治更加完善，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彰显，政府
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明显提
升。 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
显著增强，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围绕上述目标，今后五年突出抓好以下五
个方面的工作。

（一）胸怀登高望远的大格局，着力加强经
济建设，打造更具优势的实力怀远。

（二）直面突飞猛进的大势头，着力推动改
革创新，打造更具活力的开放怀远。

（三）运用气势磅礴的大手笔，着力推动城
乡协调，打造更加靓丽的魅力怀远。

（四）坚持共建共享的高境界，着力加强民
生建设，打造更加亲民的幸福怀远。

（五）着眼未雨绸缪的高站位，着力加强安
全防范，打造更加稳定的平安怀远。

蓝图已经绘就，逐梦惟有笃行。
怀远县将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把

苦干实干作为工作座右铭，把实绩实效作为检

验标尺，以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敢闯敢试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创造让 130
多万怀远人民能够充分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新
业绩。

踏上新起点，怀远意气风发！
奋进新征程，怀远只争朝夕！
逐梦新时代，怀远昂首阔步！

(中共怀远县委宣传部 文/图)

美丽乡村苏集。

收割小麦。

怀远县魏庄镇胡巷村。

光大生物能源（怀远）有限公司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