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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至上 促进共同富裕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田婷 王弘毅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促进
农民富裕富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把逐步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 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
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2020 年， 我省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
利，交出了高质量脱贫的“皖美”答卷 。 全省
484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000 个贫困村全部
出列，3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安徽彻底告别了
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广大脱贫群众收
入大幅增加，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数据显示，全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 2013 年底的 6787.5 元增至 2020
年的 13485 元、增长 1 倍，建档立卡脱贫人口
人均纯收入由 2013 年底的 2132 元增至 2020
年 11658 元、增长约 4.47 倍，自主发展能力稳
步提高。

曾经的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大发展，乡村面
貌大变样，综合实力大提升。全省 3000 个脱贫
村村均集体经济收入由 2013 年底的 1.76 万
元增至 2020 年的 33.83 万元、增长 19.2 倍，实
现村村有特色产业、 村村有稳定集体经济收
入，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
中，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发生规
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 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政策有效衔接， 重点做好财政投入、 金融服
务、土地支持、人才支持、社会帮扶各方面政策
衔接，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为推动乡
村振兴提供坚强支撑。加快农业产业化，盘活农
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农村居民
勤劳致富。

优化“一圈五区”格局，下
好协调发展“大棋”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没有发展的整体
协调，就难以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
我省坚持协调发展战略，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一圈五区”协同发力，城与乡、板块与板块、省
内与省外等几大关系统筹兼顾、协调并进。

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做好省级统筹，锻造引
领增长核，打造多点增长极。 我省积极构建“一
圈五区”区域发展格局，打造合肥都市圈、合芜
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
聚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西大
别山革命老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六大板块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动能强劲。
据介绍，合肥都市圈去年生产总值接近 24500
亿元，占全省的 63.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超过 11100 亿元，占全省的 60.7%，引领带动
作用持续彰显；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积极对标苏南和“杭嘉湖”，瞄准高能级、高
品质方向， 吸引沪苏浙优质企业落地生根;皖
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围绕补链、延链、强链，

加快推进产业承接转移;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
通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农业、林业特色产业
不断实现增长;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从生
态建设、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发力，深化业态融
合，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和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

城乡统筹， 关键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
垒，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
统筹谋划并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据介绍，我省进一步明确了县域高质量发
展路径， 启动建设县域特色产业集聚发展基
地，激发县域发展新动能，同步实施县城提质
扩容工程。

根据《安徽县域经济竞争力报告 2021》，我
省 2020 年综合竞争力排名前十位的县域地区
生产总值为 5266.33 亿元， 占全省县域生产总
值的 30.43%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值为
52726.57 元，比全省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
值 42791.58 元高 9934.99 元。 振兴县域经济，
为城乡统筹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闯出一条
可行路径。

推动高质量就业， 带动劳
动者增收

长丰县左店镇的圣传金过去长期务农，家
中还有个儿子是聋哑人，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17 年，镇上的干部告诉我，下塘镇有个烧
饼培训中心， 我就带着孩子来了， 想学个手
艺。 ”日前，圣传金告诉记者。

在培训中心，老师实打实地教，圣传金父
子一门心思地学。 很快，他们就掌握了烧饼制

作技巧。 “现在，我们一家在合肥市包河区大圩
镇摆了两个流动摊点， 卖下塘烧饼，1 个月能
挣 1 万多元。 ”圣传金话语中透着自豪。

就业是民生之本。 近年来，我省积极落实
就业优先政策，做好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就业
形势持续保持稳定。 2016 年至 2020 年，全省
城镇新增就业达 342.9 万人，城镇居民收入增
幅领先经济增长且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重点群体就业，关乎稳就业工作大局。 我
省始终将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工作重中之重，
深入实施就业促进、创业引领、基层成长计划，
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等活动，多渠
道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同时，推出“两
张清单”“接您回家”等特色举措，引导和帮扶
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并在省外农民工集中地
区设立 36 个皖籍农民工综合服务站点， 支持
农民工落户城镇、随迁子女就学，推进享有城
镇基本公共服务。

创业是就业之源。 近年来，我省不断优化
创业环境，劳动者创业氛围更加浓厚。 2016 年
至 2020 年，全省建立创业服务专家队伍，累计
培训就业指导师 524 人、 创业培训师 850 人；
分类建设专业化的创业孵化基地，累计建成省
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 145 个；升级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健全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体
系，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82.9 亿元。

近年来， 我省还常态化开展 “周三招工”
“周六招才”两大招聘日，打造“2+N”招聘活动
品牌，精心搭建对接平台，促进劳动者享受平
等就业机会；建成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
厅、安徽公共招聘网、安徽省创业服务云平台，
全天候提供高效便捷的网上公共就业服务。

广阔农村大有可为。 这些年，我
的家乡岳西县主簿镇大歇村通过大

力发展旅游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村民不仅能够在景区务工 ，家里
也开起了农家乐 ， 荷包慢慢鼓了起
来。 2019 年，我从外地回到家乡，投身
乡村旅游项目中。 现在，各地都在打
造乡村旅游产品， 竞争十分激烈，唯
有不断推出有创意、差异化的旅游项
目才能吸引游客，而新项目开发需要
年轻人才的加入。 我们景区计划通过
培养本地人才及高薪吸引外地人才

的方式 ，充盈我们的人才队伍 ，做大
做强旅游产品，让村民能够牢牢端紧
“旅游饭碗”。

———岳西县大歇岭文化旅游景区

常务副总经理 储安阳

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

要吸引优质企业，更要做强特色产业。
未来，长铺镇将在“双招双引”和培育
产业集群两方面发力。

一方面，顶格推进“双招双引”工
作，立足现有优势，紧盯重头企业，成
立专业招商小组，主动上门对接，全力
做好落户企业和在谈项目跟踪服务，
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 吸引优质企业顺利落
户。 另一方面，大力促进装备制造、新
能源、 新建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发展， 引导纺织服装业向品牌化方向
发展，力争到 2025 年建成有影响力的
工业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 ， 长铺镇将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 ，着力优化产业产品结构 ，
因地制宜布局田园综合体 、 家庭农
场 、新型农民合作社等 ，力争五年内
创建 3 个至 4 个农业发展新品牌 ，
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带
领村民致富增收。

———宿松县长铺镇镇长 陈永坤

报告提出着力增加居民收入，适
当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基层一线公务员

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工资待遇

等措施，回应民生期盼，鼓舞人心。 近
年来，安徽经济社会发展蹄疾步稳，各
项事业多点开花，群众收入稳步提高，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本
次对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作

出具体部署，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再
次彰显了民生情怀， 擘画了美好安徽
新蓝图， 为我们基层公务员指明了方
向， 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

———全椒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望勤

我以前做销售工作，收入并不高，
去年参加县里组织的就业技能培训，
学习母婴护理。 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
与实操训练后，顺利毕业，获得全椒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育婴师

职业资格证书， 并由学校推荐在南京
月子会所就职。现在月工资 1 万多元，
档期已经排到 2022 年上半年。对于现
在的工作，我非常满意。面对新妈妈感
谢的话语和宝宝的笑容， 我每天的工
作都非常愉快！十分感谢党委、政府的
就业技能培训， 让我在崭新的工作岗
位上找到了人生价值， 也希望这个新
兴行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为更多家庭
带去安心与便利。

———全椒县育婴师 盛媛媛

（本报记者 范克龙 陈成 整理）

践行使命担当
促进共同富裕
濉溪县刘桥镇扶贫工作站站长 陈影：
省委报告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

共同富裕 ，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 当前正是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胜利
完成后的过渡期 ，必须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要主动适
应新形势新任务 ， 坚定践行使命担当 ，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努力促进共同富裕 。 要实
现这一目标 ，必须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 。 例如 ，有几个村结合本地资源禀赋
开展特色种养 ， 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必
须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 ，推广王堰村开
展党支部引领合作社试点经验 ，成立专
业合作社从事白玉蜗牛养殖 ，参股群众
每亩地预计年增收四五百元 。 就业是民
生之本 ，要做好就业服务 ，让企业用工
需求与劳动人口就业需求精准高效对

接 ，帮助农村劳动力就近务工 。 共同富
裕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 ，还
要引导群众形成自立自强 、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 。

阜南县龙王乡党委副书记 、 乡长
刘晓妮 ：

阜南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 ， 通过脱
贫攻坚 ，如期摘掉了贫困县帽子 ，我作为
一名基层干部 ， 非常荣幸参与脱贫攻坚
工作。

这几年，阜南县通过庄台整治、居民迁
建、人居环境提升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
蒙洼蓄洪区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这次省党代会确立了更高的发展目

标。作为一名基层代表，我最大的期待就是
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尤其是行蓄洪区
的乡村振兴， 在新的发展阶段进行新定位
和规划， 谋划更加适应行蓄洪区发展的振
兴路子， 更好地顺应行蓄洪区老百姓的期
待， 持续提升淮河行蓄洪区群众的满足感
幸福感。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汪国梁 整理）

集群承接 集聚发展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本报通讯员 于飞

走进位于界首高新区田营科技园的
安徽华铂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参观通
道，一只只废旧电瓶被投入再生铅回收设
备 ，经过拆解 、粗铅冶炼 、电解精铅 、极板
生产及蓄电池组装等一系列工序后，以焕
然一新的姿态重新回到了市场 ， 实现了
“进来一只旧电池，出去一只新电池”的闭
合式循环。

华铂科技主要以废旧蓄电池回收、有
色金属科技研发为主导产业 ， 年回收废
旧铅酸电池能力达 100 万吨 ， 年产再生
铅能力达 66 万吨 ，已成为全国生产规模
最大 、 装备最强的废旧铅酸电池回收再
利用企业。 企业 2020 年度实现工业产值
127.3 亿元 ，上缴利税 3.71 亿元 ，今年 1

月至 9 月实现工业产值 98.6 亿元 ， 上缴
利税 3.2 亿元。

近年来， 界首加快推动皖北承接产业
转移集聚区建设，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先后
成功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项目 26 个，对进
一步壮大实体经济发展、 有效延伸产业链
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 其中，以南都电源、
天能电池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已经呈现
集群发展态势，发展成效显著。

南都电源是较早落户界首高新区的新
能源龙头企业， 目前在安徽投资建设了安
徽华铂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界首市南
都华宇电源有限公司、 安徽南都华铂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南都华拓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4 家企业，总投资达 150 亿元，
围绕铅电及锂电核心产品， 打造两大产业
闭环。 预计到“十四五”末，南都电源在界首
高新区投资项目可实现产值 500 亿元 ，税

收 10 亿元，解决劳动就业 6000 人。
南都电源安徽公司负责人尹建介绍，

南都电源 2020 年在界首高新区投资 5.2 亿
元新上马的华铂新材料锂电池回收项目和
投资 18 亿元新建的华拓新能源锂电池生
产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 机械设备正在安
装，预计今年年底可以投入生产，将为界首
新能源产业再添新板块。

天能电池集团是从浙江招引来的项
目。 企业负责人介绍，浙江天能电池集团自
入驻界首高新区发展以来， 先后并购重组
了园区内的 3 家电池生产企业。 目前，天能
电池集团在界首基地已拥有天能 （安徽）、
中能电源、轰达电源等 3 家公司，累计固定
资产投入已达 18 亿元， 解决就业 3000 余
人。今年 1 月至 9 月，实现工业产值 83.6 亿
元，税收 2.19 亿元，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党代表连线·

10 月 30 日，亳州市谯城区罗庄金丝皇菊种植基地，巾帼志愿者和几十名药农在采摘菊花。 目前，谯城区中药材种植面积在 100 万
亩左右，成为乡村振兴产业富民路上的新亮点。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摄

▲ 近日， 游客在黄山市徽州区蜀源村观光旅
游。 近年来，蜀源村采取“基地赏花、景区观光”
模式，发展乡村旅游，年游客量达 10 万人次。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