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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六安市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奋力推进绿色振兴赶超发展———

跑出老区振兴“加速度”

六安茶谷建设不断提质

增效。 图为茶谷美景。
本报通讯员 蒋常虹 摄

■ 本报记者 张大鹏 袁野

2021 年 10 月 28 日， 投资 5 亿元的 LED/
Mini LED 新型显示光源生产基地开工。 2021
年 11 月 26 日，投资 6 亿元的格恩高端化合物
半导体芯片（一期）开工。 2021 年 11 月初，年产
20 万吨高效全速溶糖脂肽项目落户。 2021 年
11 月中旬， 安徽熠辉新材料投资 5.3 亿元，年
产 8000 吨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落户……据
不完全统计，2021 年 10 月以来， 六安市共有
40个项目开工，其中投资 5 亿元以上项目共计
10 个。同时，投资 15 亿元的中轩锂电新能源生
产、10 亿元的达尔美云计算科技园、5 亿元的
刚毅电子扩建等一批重大项目已开工。

去年前三季度， 六安全市生产总值增长
12.6%，增幅居全省第二位，创历史最好成绩。
去年 1 月至 10 月， 该市 15 项主要经济指标
中，13 项指标增幅高于全省，其中 11 项居全省
前七位，10 项居全省前五位。

目前， 六安市 GDP 增幅已连续 11 个季度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在这片集革命老区、山区、库区于一身的
红色土地上，六安人民正沿着高质量发展新轨
道阔步向前，奋力赶超。

“积树成林” 带动工业奋勇争先

2021年 11 月，在合肥市举行的世界制造业
大会上，一辆公交车引起现场参观者的关注。 这
辆公交车既不使用汽油、 也不使用电池作为动
力，而是用氢气。 这种公交车已经在六安市运行
近两年。 很多人没有想到，这种氢能燃料电池公
交车在六安生产制造。 围绕氢能，六安市已初步
形成产业链，明天氢能与合肥奇瑞科技、安凯汽
车在氢燃料电池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均
建立了合作关系， 安徽工研院六安院正在研究
的 “氢燃料电池用离心式空气压缩机”“等离子
体技术制备燃料电池催化剂及电堆集成” 等项
目也在为六安市的氢能产业强链补链。

六安市的工业发展曾经是短板。 近年来，
该市大力实施“积树成林”工程，推进重点工业
项目建设，加速工业赶超步伐。围绕签约、落地、
投产、纳规“四库”联动，推动项目快建设、早达
效，推动电子信息、铁基材料、装备制造、新能源
及新能源汽车、 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等主导产
业提质扩量增效。去年 1 月至 10 月，六安市“积
树成林” 签约库项目 358 个， 其中新签约 267
个；在建项目 434 个，其中新开工 266 个；去年
计划投资 413.2 亿元 ，1 月至 10 月完成投资
383.7 亿元， 完成进度 92.9%； 新投产项目 214
个，49 个项目投产后成长为规上工业企业。

六安把“双招双引”作为推动发展的第一
抓手，该市主要领导顶格指导、协调、推进“双
招双引”。 去年前 10 个月，六安市主要领导外
出考察企业 70 余家，接待客商 50 余批次。 该
市还强化对主要负责人外出招商次数、对接企
业及项目情况的月度监测分析。 六安“头雁领
航”招商办法获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招来的新项目，尽快落地生根开花。 对已
有的规上工业企业，六安市则实施“老树发新
干”工程，坚持“六化”方向推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 去年 1 月至 10 月，该市 333 家企业开展
技术改造活动，共计实施项目 420 个，计划总
投资 518.3 亿元。 六钢系列技改项目、应流集团
“退城进园”、精卓光显二号园区、中财管道四
期、 长江精工 20 万吨钢结构等重点技改项目
顺利开工并快速建设。

“融长入圈”、链接合肥，六安市围绕合肥
市产业布局 ，建立招商图谱 、按图索骥 ，做好
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文章。 江淮永达、星瑞齿轮
等企业与合肥江淮、 安客等建立合作配套关
系， 变速箱总成达到年产 60 万台套； 明天氢
能与合肥奇瑞科技、 安凯汽车在氢燃料电池
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建立了合作关
系；精卓光显与合肥京东方、维信诺形成上下
游产业链。

六安市成立由党委、人大、政府、政协负责
同志担任产业链链长的产业链推进工作组，全
面承接合肥产业辐射。 六安与其它地区联合组
建合肥都市圈工业产业（链）联盟，更进一步牵
头组建氢能及燃料电池专项产业联盟，共同打
造了工业产业合作交流平台。 六安市的应流集
团、迎驾集团、星瑞齿轮、明天氢能、索伊电器、
英力电子、江淮电机、九仙尊石斛 8 家企业成
为首批联盟会员。

“近年来，‘链’上合肥，成为六安市从上到
下的一个共识。 不仅仅是工业产业的配套协作
发展，在科创、园区、农业、旅游、医疗卫生、人力
资源、绿色生态屏障等领域，我们都与合肥市实
现了深入合作。 ”六安市发改委相关同志说。

通过“积树成林”“融长入圈”，如今的六安
工业走出了奋勇争先的精气神。

特色农业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2021年12月18日， 境内外客商及来自全
国各地的百余家羽毛绒产业知名企业共聚一
堂， 参加由六安市举办的2021国际羽绒博览
会，皖西白鹅的产业魅力再次彰显。

皖西白鹅是六安知名特色农产品。 去年前
11 个月，全市白鹅饲养量 1548 万只。预计 2021
年皖西白鹅一产销售收入超 27 亿元。皖西白鹅
肉质鲜美，羽绒质量上乘。从 2007 年开始，六安
羽绒产业被省商务厅列为全省十大出口产业集
群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六安市目前规模以上羽
绒企业加工年产值超过 45 亿元， 贸易量超过
70亿元，成为全国四大羽绒集散地之一。

皖西白鹅只是六安众多特色农业产业之
一。 近年来，六安大力培育特色农业，为乡村振
兴夯实产业基础。

如今，“小龙虾” 成为六安特色农业品牌，小
龙虾产业跻身全国 10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
六安瓜片为首的六安茶、江淮小龙虾 2 个产业集
群跻身全国特色产业集群前列；金安区木厂镇白
鹅小镇、霍山县与儿街镇蚕桑小镇成功创建全国
农业产业强镇；霍山县太平畈乡、裕安区独山镇
获评 “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 六安市 19
个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560 家企
业的 938个产品通过“三品一标”认证，认证总数
居全省前列。 农业大市正在向农业强市转变。

为切实把大力振兴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打
造特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的目标任

务落到实处，六安市出台了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
供应基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推进绿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三大战役”实施方案，组
织实施农业特色产业提档升级工程和农业提质
增效工程。

2021 年，六安市新增农村产业发展带头
人 2114 名，累计达 6445 人；规模经营、主
体经营、融合经营持续推进见效；“8+N”特
色农业产业 1 月至 11 月实现产值 299.48
亿元，同比增长 46.48 亿元，增幅 18.4%。

2021年以来， 六安市 6 个现代农业产业
园规划建设总面积达 485.48平方公里，实现综合
产值 218.5亿元； 九大优势主导产业拥有规模基
地 954个， 实现总产值 529.76亿元；6个绿色食
品加工产业园规划建设总面积 34.6 平方公里；9
个 10亿元以上龙头企业已明确培育主体。 六安
市培育发展的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382
家，在工业企业中占比 35%以上，预测全年农产
品加工产值超 10亿元企业 3家， 产值超 5亿元
企业 3家，产值超亿元以上企业 115家。

2021 年以来，六安市农业经济运行 5 项核
心指标全省排名靠前，争先进位势头强劲。 预
计，2021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可比价增幅
达到 12.4%，有望进入全省前三名；农林牧渔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增幅达到 10%，冲击全省
前五； 规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增幅 18%左右，
有望进入全省前四名。

“两山”实践 打造绿色生态名片

寒冬时节，位于大别山深处、响洪甸水库
上游的金寨县张冲乡，金寨抽水蓄能电站在如
火如荼地加紧施工， 上下水库均已开始蓄水，
近 400 吨重的机组转子也已经吊装完毕。 大别
山山高岭陡，抽水蓄能电站在用电低谷时用过
剩电力将水从下水库抽到上水库储存起来，然
后在用电高峰时将水从上水库放至下水库发
电，以水能转换为载体，将低谷过剩的电能转
换为高峰优质的电能。

“电站建成后每年可吸纳 26.8 亿度低谷电
量，提供 20.1 亿度高峰电能，节约标准煤约 1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4 万吨，减少氮氧
化合物、二氧化硫排放约 2200 吨，将有效助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水电站项目建
设负责人告诉记者。

六安市提出“绿色振兴赶超发展”，“绿色”
是题眼。 位于大别山核心区域，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六安发展的最大优势、长久优势。 近些年，
在飞速赶超发展过程中，六安人始终没有忘记
绿水青山这张王牌，始终把生态建设摆在关键
位置。

去年以来，六安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
会、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等研究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 20 余次，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
次批示生态保护工作，深入现场督导调研近 20
次。 制定《全面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
（安徽）经济带六安市实施方案（升级版）》、印
发《新一轮“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方案》《六
安市“4+1”工程实施方案》《六安市“1+1+N”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下
铁心、出重拳、求实效，实施一系列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措施，确保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经得起历
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

截至去年12月， 六安市城区PM2.5浓度为29.3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15.3%； 优良天数比例
89.1%，位居全省第五，同比提高2.6%；1月至11月，
罗管闸生态补偿断面指数P值为0.621， 多项指标
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在位于六安市裕安区的安徽高迪循环经济
产业园，企业利用六安电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
以粉煤灰、炉渣、硅尾砂、硅尾泥、脱硫石膏等工
业固体废弃物为主要原材料， 生产出一块块
AAC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 “这些板材是现代化
的绿色装配式建筑建材， 不仅生产原料是工业
废料，生产过程中还主要使用电厂剩余蒸汽、天
然回收雨水，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建材。 ”高迪
循环经济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近年来，六安市积极打造水饮品及食品酿
造、高端装备制造、光源电器、竹材加工、中药
现代化及生态保健等新兴产业，重点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强化产业聚集，
完善产业配套。

坚持绿色发展， 也为千千万万六安群众
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 在金寨县巍峨
的马鬃岭之下，春观红花、秋赏红叶吸引来了
天南海北的游人； 在霍山县蜿蜒盘旋的旅游

快速通道两旁， 省内外自驾游爱好者慕名而
来；在金安区九十里山水画廊，江淮果岭上的
水果四季不断……“十三五 ”期间 ，六安市累
计接待游客约2.3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约1800亿元。

去年舒城县获得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称号，金寨县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第五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金安
区、裕安区获得第四届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区）称号。 举好生态旗、打好生态牌、走好生态
路，“绿色振兴赶超发展”不仅是口号，更是有速
度、有激情的生动实践。

·记者手记·

行走在青山绿水之间、行走在遍布新兴
产业的园区之内、行走在生机盎然的稻田茶
园之中，记者感受到革命老区绿色振兴赶超
发展的澎湃动力。 发挥生态优势，六安市直
面过去总量偏下、人均靠后的“六安之痛”，
发扬“大别山精神”“淠史杭精神”，践行“两
山理论”， 在各个领域奋勇争先， 深入推进
“积树成林”“老树发新干”等工程，为“绿色

振兴赶超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绿色振兴赶超发展”是六安突出绿色

底蕴，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是以
动态速度赶超实现静态总量上移的竞相发

展，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对标发展。 行走在
皖西大地，记者深深地感受到，六安正在跑
出老区振兴“加速度”。

安徽明天氢

能科技生产车间。
本报通讯员

田凯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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