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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肥肥市市庐庐阳阳区区

刚刚过去的 2021年，在合肥主城庐阳的发展史上颇不平凡。
这一年，庐阳老城保护更新工作系统推进，大科学装置集中

区建设步稳蹄疾， 长三角国际贸易中心加速崛起，“一核一地一
中心”城区发展新格局英姿尽显。

这一年，庐阳区积极投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新篇章，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机遇、
谋发展、破难题，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1230 亿元，综合实力提升
至全国城区第 85 位，站上了更高台阶，迎来了更大发展，交出了
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构筑““一核一地一中心””发展新格局
奋力迈向全省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区

在全省率先开设长三角政务服务专区，实现首批 74 个事项跨区域办理。

淮河路步行街区获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全
省消费核心枢纽建设步履坚实。

建好安置房，，托起安居梦。。

用时 113388 天实现 GG220066 连接线一期工程（（原三国城路））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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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现实。

合肥中欧班列发运突破 2000 列，长三角国际贸易中心加速崛起。

抢抓机遇强实力

构建城区发展新格局

创新策源力不断提高，产业爆发力持续提升，
环境感召力稳步增强，都市圈辐射功能、吸引力跃
升……近年来，庐阳区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勇
争先，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行稳致远。

在合肥老城，每当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淮河路
商业步行街便进入“高光时刻”，人头攒动，熙来攘
往，商贾辐辏；在庐阳西北，大科学装置集中区聚
变堆园区工程竣工安装，周边路网建设如火如荼；
在庐阳北部，中欧班列往来穿梭，为共建“一带一
路”注入强劲动力……2021 年，庐阳区锚定“一核
一地一中心”建设，以新担当新作为不断开创全省
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区建设新局面。

庐阳作为合肥老城区， 依托老城保护更新战
略，国家级示范步行街创建工作加速推进，主街及
15 条后街小巷完成改造， 入选首批国家级夜间文
旅消费集聚区；提档升级让一批老字号新店开业，
宜家家居、 银泰二期等旗舰级商业综合体加快建
设， 全区限上零售额突破 530 亿元， 稳居全省首
位。 金融集聚态势也在发展中不断凸显，2021 年，
全区金融机构增至 331 家……源源不断的新鲜血
液注入大街小巷，让“老”城不老，内涵更新，全省
消费核心枢纽建设步伐愈发坚实。

大科学装置集中区落户庐阳， 给庐阳赋予了
科技创新的重任。2021 年，庐阳区靠前服务大科学
装置集中区建设，保障聚变堆园区工程建设竣工，
启动科学小镇（南园）路网征迁，完成滁河干渠道
路改造提升，用时 138 天实现 G206 连接线一期工
程（三国城路）全线贯通，刷新全区道路建设纪录。
沿着 G206 连接线一期工程（三国城路）一路行驶，
合肥综合型国家科学中心跃然眼中。 聚变堆主机
关键系统等数个世界前沿科研项目落子布局。 大
科学装置最集中、 生态环境最自然的最美科研圣
地正由蓝图变为现实。

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给庐阳北部带来了
腾飞的翅膀。2021 年，庐阳区高标准编制庐阳北部
中心产业及空间规划，全力推进合肥国际陆港、中
外运供销物流园、庐州海关入驻，提升中欧班列在
“一带一路”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预计年内开行
666 列、位居长三角第 2 位，合肥国际陆港入选“十
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大力推动中韩
人寿保险、 秦森园林等 67 家长三角企业签约落
户，占全区招商投资总额超八成；继金融广场和大
数据产业园之后，IE 果园获评 “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 ……产业特
色最明显、 内陆开放最前沿的长三角国际贸易中
心正加速形成。

锐意改革显魄力

产业转型迸发新动能

惟改革者进，惟实干者成。 近年来，庐阳区持
续深化改革，让企业成为创新主力军，涌现出一批
改革创新成果。

2021 年，该区加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携
手组建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联
盟。 率先成立区级城市更新专职部门，完成改造提
升项目 241 个， 改造一新的淮河路步行街给市民
带来了全新消费体验，逍遥津公园焕新回归，尽显
文化韵味，拱辰邻里中心、未来社集合等 8 个项目
竣工亮相，藕东·塘西、勤劳巷等 15 条特色街巷华
丽“现身”，老城风貌实现系统性重塑。 庐阳经开区
在省级开发区中率先实现“标准地”模式供地。 中
欧班列新增 22 个国际站点 , 累计发运突破 2000
列。 智慧庐阳平台不断升级，高效办结“街镇吹哨、
部门报到”事件 2870 起，上榜中国智慧城市百佳
县区。 “庐州街坊”成为全省基层治理创新典型案

例，崔岗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改革举措的密集推

出，助力庐阳综合发展一举驶入快车道。 金融业稳
中向好,合肥金融广场一期竣工交付,太平集团等 8
家金融机构区域总部落户庐阳,金融业增加值预计
完成 340 亿元，在全市占比超三成。 商贸业欣欣向
荣,社会消费零售总额预计增长 9%。建筑业势头强
劲 ,中安华力总部交付在即 ,中建一局安徽分公司
等签约入驻,建筑业产值预计增长 20%。 新兴产业
朝气蓬勃, 安龙基因等入选中国隐形独角兽企业
500 强,安信瑞德等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战新产业产值预计增长 88%。 科技成果“三
就地”加快转化,联合中科院创投公司成立科技成
果转化基金,中科太赫兹落户投产，全年净增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55 家、同比增长 53%。

民生为本享“红利”
打造幸福庐阳新高地

办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 做好人
民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把方便留给群众和
企业、把麻烦留给自己。

在“让人民更加幸福”这件民生大事上，庐阳
区一直力求在每件关键“小事”上都做出最大的努
力。 持续改善民生是“发展成果惠及全民”最直接、
最生动、最温暖的诠释。

2021 年，庐阳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深
做实“四步走”群众工作法。 “庐大姐”帮您忙志愿
服务品牌家喻户晓，“我为群众办实事” 项目扎实
推进，有力化解上楼难、办证难等 “急难愁盼 ”问
题，增添了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首善教育”金字招牌持续擦亮。 “双减”政策
落地生根，加快创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全
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 推进实施庐阳百年
传承工程，1 所中学和 4 所“国企政府合办幼儿园”
投入使用，新增学位 4050 个，学前教育公办率、普
惠率分别达到 54%和 87%，居全省前列。

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提升。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创成“省级社区医院”，占全市比重超四成。 紧密
型医联体、 婴幼儿照护等卫生健康服务体系进一
步健全，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老年人健康管
理率分别达到 67%和 95%。

社会保障坚实有力。 推广“智慧就业”平台，助
力 1.8 万人精准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 2600 余个，
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建成桃花片区、美丽景

湾 B 地块等复建点 27.6 万平方米， 分配安置房
2581 套，发放人才住房补贴 2097 万元。

“夕阳关爱”工程方兴未艾。 全面建成城乡养
老服务“三级中心”体系，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
位 50.4 张，位居全市第一。

小事不小，民生至重。 一项项发展红利随着学
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颐养等举措飞往了庐阳的
千家万户，让庐阳的发展成色更足，让百姓的获得
感底色更新。

“六大工程”激活力
砥砺奋进新征程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六大工程” 成为开启
主城庐阳未来发展新征程的重要引擎。

实施“创新驱动”工程，全力保障大科学装置
集中区建设 ，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 ，构建最优
创新生态环境，推动科技 、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 ，
把科技创新 “关键变量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最
大增量”。

实施“产业强区”工程，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打
造新兴产业增长极，提升文旅产业影响力，把产业
升级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不断强龙头、补链
条、聚集群，稳步提升产业规模效益。

实施 “对标看齐 ”工程 ，推进双招双引 ，优化
营商环境，加快产业转型，深化企业改革，借鉴先
发地区先进经验，深度参与长三角中心城区高质
量发展联盟交流合作，在一体化进程中谋求更大
发展。

实施“品质升级”工程，聚焦城区功能形象提
升、城区管理水平提标、城区生态环境提质，不断
提升城市建管水平，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以绣
花功夫扮靓主城颜值。

实施“民生优先”工程，提供更加优质的首善
教育、 更有品质的健康服务、 更高水平的社会保
障，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

实施“提速增效”工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推进法治政府、高效政府、廉洁政府建设，实
现政府各项工作提速增效。

新目标新征程。 庐阳区必将只争朝夕、埋头
苦干，对标对表、拉高标杆 ，奋力跳一跳 ，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筑 “一核一地一
中心”城区发展新格局 ，奋力谱写全省高质量发
展示范城区和长三角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行区
建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