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２２年 １月 ４日 星期二

焦点新闻5 责编/胡劲松 版式/常欢欢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怎么看 怎么办

全力以赴稳经济 拉高标杆勇争先

努力开辟淮北更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境界
中共淮北市委书记 张 永 淮北市人民政府市长 覃卫国

淮北市委、 市政府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用足
用好“七大政策”，抓紧抓实“五项重点任
务”“五项重大工作”，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忠诚尽职、奋勇争先，加快打造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五个淮北”，更好服务“五
大安徽”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建强产业根基，助推城市能级之变。
推动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2026 年
地区生产总值达 2000 亿元 。 推动一产
“两强一增”，成立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打
造种业强市，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413 万亩以上、总产量达 150 万吨；推动
二产“提质扩量增效”，建成投用市科创
中心，各级干部投入更多精力抓招商、抢
项目，打造“五群十链”现代产业体系，培
育百亿企业 12 家左右、 千亿产业集群 2
个至 3 个、千亿园区 2 个；推动三产“锻
长补短”，打造一批超亿美元级外贸产业
集群，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活
性服务业提质扩容。

深化改革开放，激活发展动力之源。
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实行资源要素
差别化、市场化配置，高标准建设企业服
务中心，落实减税降费、助企纾困政策，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扩大开放合作，落实
淮徐结对合作帮扶事项， 加快建设段园
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 全面参与淮

海经济区协同发展， 积极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

加强区域联动，彰显城乡协调之美。
全域推进新型城镇化， 兼顾 “面子”“里
子”，提升新城新区建设品质，推动产城
深度融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三年攻坚、二年巩固行动，新建美丽乡村
中心村 32 个。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做靓城乡生态环境底色。

坚持人民至上，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持续增加居民收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守牢安全生产底
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将心比心做实阅
信、接访等工作，常态化为民办实事，解
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坚持“三严三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加快实施“六一战略” 建设现代化美好亳州

中共亳州市委书记 杜延安 亳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邓真晓

亳州市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决策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忠
诚尽职、奋勇争先，努力推动各项工作在
皖北走前列、全省站前排、全国有影响。

拉高工作标杆， 实现经济总量争先
进位。 强化横向比较、争先进位、走在前
列的意识，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
大机遇，大力实施一产“两强一增”、二产
“提质扩量增效”、三产“锻长补短”行动
计划， 推动三次产业系统的高质量协同
发展。 加快推进“六一战略”，全力建设
“一都一区一基地、一城一市一中心”，着
力打造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等六大产
业集群，努力推动经济总量在全国、长三
角、中部地区、全省实现新赶超。

激发内生动力，促进经济发展质效
齐升。 强力推进“双招双引”，持续开展
“亳州老乡，请您回家”和助力青年学子
创业活动，抓紧抓实招商项目落地和建
设进度集中攻坚行动。 深化 “税信通”
“免申即享”“一照通用”“一窗通办”等
“放管服”改革，发挥“亩均论英雄”改革
牵引作用， 努力闯出一条符合中央精
神、契合省委要求、具有亳州特色的跨
越赶超、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新路。

增进群众福祉， 提高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常
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全面推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深入开展信访事项“大起底、大化
解、大督办”专项行动，严格执行领导干

部接访下访和阅批群众来信制度， 依法
依规、穷尽办法、倾尽全力，解决群众合
理合法诉求。警钟长鸣抓好安全生产，稳
妥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推深做实“一镇一
委一站”城乡基层火灾防控体系，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守好安徽“北大门”。

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中央及省委决
策部署落地生根。 自觉同党中央对标对
表，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
个维护”。 加强学习培训，不断提高领导
经济工作的能力水平，扎实开展“三严
三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建设
专项行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
行清单化、闭环式抓落实机制，推动“总
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安徽见行
动”的要求在亳州落地落实。

把经济基本盘筑得更稳更实
中共宿州市委书记 杨 军 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王启荣

做好 2022 年经济工作，关键要稳字
当头、 稳中求进。 宿州市将对标中央要
求，落实省委部署，贯通“七大政策”，对
冲“三重压力”，防止大起大落，加快总量
提升、质量跃升、均量攀升。

三产协同保“稳”。 实施三次产业高
质量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做优做强做大
产业基础。 推动一产“两强一增”，加快科
技强农、机械强农、增加农民收入，高位
布局预制食品等产业发展， 打造长三角
能提供高质量、 高附加值绿色农产品的
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推动二产“提质扩量
增效”，以建设长三角区域数字经济基地
为引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战新产
业规模三年倍增，深化“亩均论英雄”改
革，为即期发展增添动能。 推动三产“锻

长补短”，开展“皖美消费乐享宿州”促消
费行动，建设长三角区域现代物流基地，
推动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深
度融合。

投资拉动促“稳”。 全面打响有效投
资攻坚战， 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抓项
目上。 放眼长远谋项目，既谋数量、更重
质量，落地一批能够引领、带动、支撑未
来发展的重大项目。 虎口夺食争项目，树
立全国眼光、全球视野，加强与杭州市全
面对接合作，把招商之网撒向长三角、北
上广深， 高质量打造皖北承接产业转移
集聚区。 倾心聚力保项目，坚持精力围着
项目转、资源围着项目配、工作围着项目
干，推行“宿事速办”，用最快速度让最好
项目获得最优资源要素。

民生优先固“稳”。 办好人民群众牵
肠挂肚的民生大事、 天天有感的关键小
事。 以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为抓手，
尊重历史文化沿革，接续实施“东进、北
扩、南展、西优”，打造皖苏鲁豫交汇区域
新兴中心城市。 发展壮大县域、 园区经
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维护和巩固脱贫
攻坚战伟大成就。 扎实做好教育、医疗、
养老等民生工作，推动人民生活品质、生
态环境质量、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 依
法依规、将心比心化解矛盾纠纷，加强金
融风险防范化解，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等工作， 营造向稳向好的经济
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稳中求进 奋力赶超

推动蚌埠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蚌埠市委书记 黄晓武 蚌埠市人民政府市长 操龙灿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的决策部署， 稳中求进 、 奋力
赶超 ，加快打造 “三地一区 ”两中心 、
努力建设幸福蚌埠。 力争明年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8%左右 ， 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 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经
济发展相协调，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
经济增长同步。

一是坚持创优打法推动双招双引。
围绕硅基生物基新材料等六大新兴主
导产业，紧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
重点区域，深化与宁波等长三角先进地
区结对合作，加快推进皖北承接产业转
移集聚区建设。

二是坚持系统思维推进三次产业协
同发展。 对标“两强一增”行动计划，大力
实施“510”工程，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农

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深入实施“提质
扩量增效”行动计划，大力实施规上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上市公司培育“五大工程”，推深做实“千
企千亿”改造升级计划，深入推进亩均论
英雄改革。 深入实施“锻长补短”行动计
划，深入推进文旅融合，高水平建设国家
物流枢纽，加快自贸区蚌埠片区建设。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加快成果转
化。围绕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抓创新，
建立健全 “企业出题 、能者解题 、市场
阅卷”机制，充分发挥合芜蚌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国家玻璃新材
料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优
势， 加快推动一批科研成果从 “实验
室”走向“应用场”。

四是坚持城乡协调提升城市能级。

以“四化同步”为路径，加快推进主城区
“东西拓展、拥河环湖、南岸提质、北岸
扩容”，综合实施“靓淮河”工程，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着力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和功能
品质，持续打造美丽乡村。

五是坚持以民为本促进共同富裕。发
挥智慧教育优势，全面落实“双减”政策，
深化职业学校办学体制改革，提升办学标
准和教师水平。做强做实紧密型城市医联
体，进一步巩固皖北医疗中心地位。 超前
谋划、因地制宜发展养老事业，进一步完
善稳就业、促就业政策措施。 持续推进平
安蚌埠建设，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接访下访
和阅批群众来信制度，切实办好人民群众
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和天天有感的关键
小事，确保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

稳中求进谋发展 奋勇争先勇担当
中共阜阳市委书记 孙正东 阜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玉杰

中央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深刻分
析了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提出
了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 为做好明年经
济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将全面贯彻中
央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准确把握
形势，保持战略定力，弘扬“四奋”精神，
忠诚尽职、奋勇争先，全力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注重协同并进，提升产业能级。 研究
制定“十四五”期间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
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谋划实施一产
“两强一增”行动、二产“提质扩量增效”
行动、三产“锻长补短”行动，突出发展十
大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八大制造业，全力
推进“十四五”制造业倍增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规模三年倍增。

强化项目支撑，扩大有效投资。 坚持
项目为王，四面出击找项目、千方百计上
项目、 一刻不松建项目、 放眼长远谋项
目，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一体化招商、
基金群招商，扎实推进百亿投资项目、百
亿营收项目、百亿特色园区项目“三个百
亿行动”，全面打响有效投资攻坚战。

狠抓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 深入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政务便利化改革、
用人实绩化改革，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抢
抓合肥、苏州结对合作帮扶机遇，深化与
上海市徐汇区、 松江区和浙江省台州市
合作，用好“阜洽会”平台，深度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 以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为引领，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六大工程”
及“4111”五年行动计划 ，进一步激发内

生动力。
坚持“四化同步”，促进协调发展。 坚

持一体化设计、系统化布局，加快建设皖
北“四化同步”发展示范区。加快建设 I型
大城市， 推动合肥都市圈联动阜阳城市
圈发展。 坚持建好城镇“面子”，做好城镇
“里子”，着力打造以阜城为中心、县城为
重点、重点乡镇为支撑、美丽乡村为基础
的“四位一体”新型城镇化体系。

加强党的领导 ，提高发展成色 。 充
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作用，动员全市上下始终保持争先的
激情、开放的胸怀、创新的精神、改革的
闯劲、学习的习惯、实干的作风，拉高标
杆 、扬长补短 、只争朝夕 、埋头苦干 ，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的更大进步。

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新步伐

以实干实绩展示新形象新作为
中共淮南市委书记 任泽锋 淮南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孝成

2022 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
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今
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我们将以钉钉子
精神抓好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落实，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晋
级进位的发展实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着力推动产业转型。 大力实施产业
转型攻坚行动，认真落实三次产业高质
量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强化 “双招双
引”，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改造升级
“煤电化气”等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一
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
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绿色食
品六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锂电池电解
液项目、宏泰二期、煤系固废综合利用
园区等一批在手项目，进一步降低煤电

产业比重，让淮南这座老工业城市焕发
新的生机活力。

着力强化创新引领。 打好科教资源
牌，下好创新先手棋，用好安徽理工大
学、淮南师范学院、中电科八所等在淮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优势，坚持“政
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发挥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 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
略，引进培养一批优秀创新人才，推动
更多创新创造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以创新之势推动发展之变。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以“放管服”改
革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深化国资国企改
革，加快开发区“标准地”改革，开展“亩
均论英雄”综合评价管理，促进民营经
济做大做强。 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加强与上海市闵行
区交流合作， 深入推动合淮一体化发
展，以改革开放激活发展动力。

着力增进民生福祉。 大力实施城市
更新、乡村振兴攻坚行动，深化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城中村、棚户区
征迁改造，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 加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大力实施生态修复攻坚行动，持续推进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常态化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大力实施社会治
理攻坚行动，持续开展“四进一促”专项
活动，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
农民工、 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工作，补
齐重点领域民生短板，促进群众物质生
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努力实现既做
大“蛋糕”又分好“蛋糕”。

稳中奋进争先创优 真抓实干走在前列
中共滁州市委书记 许继伟 滁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吴 劲

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为我们做
好今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
循。。 我们将紧紧围绕喜迎二十大这一主
线，，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努力营造
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更强信心奋力争先创优。。近年来，，滁州
经济社会保持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去年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荣获平
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实现““十四五””良
好开局。。 我们将抢抓当前多重战略叠加的
““机遇期””、、宏观政策利好的““窗口期””，，坚持
争先进位不动摇，，拉高标杆、、只争朝夕，，努
力走在前列、、多作贡献，，奋力在全省全国横
向比较中都能获得高分、、确立优势。。

更实举措加快转型升级。。 以实现三次

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为目标，，实施一产““两
强一增””行动计划，，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壮
大农产品加工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实施
二产““提质扩量增效””行动计划，，推深做实
八大产业链““链长制””，，加快培育一批千亿
产业、、百亿企业；；实施三产““锻长补短””行动
计划，，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推动服务业提
质增效。。 优化营商环境，， 落实减税降费政
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更高质量推动一体化发展。。 深化与
合肥、、南京都市圈合作，，深化与沪苏浙城
市城区和园区共建，， 加快推进顶山——汊
河、、浦口——南谯新型功能区建设；；抢抓皖
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机遇，， 建立
宁滁结对合作帮扶机制，，强化市级统筹、、
县域合作，，整市域推动““四化同步””，，确保

取得突破性成果。。
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 全面打响

有效投资攻坚战，， 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
在““双招双引””上，，全面抓好产业投资、、基
础设施投资，， 激活民间投资，， 确保新签
约、、新开工、、新竣工、、新投产亿元以上项
目数在去年基础上再有新增长，， 力争百
亿级工业项目实现县域全覆盖。。

更高站位维护社会稳定。。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聚焦促进共同富裕，，统筹做好
就业、、教育、、住房等民生保障工作；；统筹
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落实信
访工作八项机制和基层党建重点考核信
访制度，，推进领导干部到基层接访下访，，
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滁州，， 不断提高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全面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 本报今起推

出系列访谈，反映各地各部门做好经济工作的思路举措，进一步推动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落地。
·编者的话·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