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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高质量发展开路先锋

奋勇争先 “鸠”地起飞启新航

蓄势勃发 垂直崛起当先锋

繁忙的芜湖港

国际集装箱码头。。

�� 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产业风生

水起。。

文旅深度融合催热

“夜经济”发展。

“芜湖书房·悦
享书吧” 成为市民
打卡地。

� � 奏响乡村
振兴 “田园交
响曲”。

�� 鸠江区位于芜湖市区北部，， 横跨长江两岸，，是
芜湖市委和市政府所在地、、跨江发展主战场，，国家
级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坐落其中，，区域内高端产业
集聚，，发展基础扎实。。 已连续四年跻身全省发展综
合““十强区””、、增速““十快区””，，民营经济连续五年位
居全省一类县（（区））前列，，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
程示范区、、全国科普示范区、、省级文明城区等称号。。

“十四五”开局之年，鸠江区坚持稳
中求进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启动实施“双招
双引”、江北新区建设、白茆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四个一号工
程”，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新进展，实现了
“十四五”良好开局。 预计 2021 年鸠江
区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50 亿元，其
中鸠江区实现 560 亿元。

坚持项目为王，“双招双引”实现新
突破。聚焦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大数据、
电子商务、 文化旅游四大主导产业，全
面开展产业链招商， 在全市率先设立
10 亿元区级母基金， 制定招商顾问聘
任及引进项目奖励办法，加快打造产业
集群。全年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63 个，同
比增长 42%， 其中 50 亿元以上大项目
2 个。 认真落实市“紫云英”人才计划，
实施“鸠地聚英”行动，招引高层次人才
团队 14 个，数量占全市 19%。坚持顶格
倾听 、顶格协调 、顶格推进 ，认真落实
“1%工作法”， 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建
设机制，全年新开工入库亿元以上项目
125 个，计划总投资 613.6 亿元，明珠锂
电隔膜、厦门安科等一批重大项目实现
当年签约、当年投产。

坚持改革创新，产业发展呈现新活
力。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净增高新
技术企业 47 家、总数达 230 家，均位居
全市第一。中国视谷、梦溪路科创走廊、
北湾双创园等一批科创平台正在谋划
和建设。鸠江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科技企
业孵化器跻身国家级孵化器，机器人基
地连续三年获全省考核第一名。全面深
化“承诺制+标准地”改革，23 个用地类
项目实现“摘牌即开工”。在全市率先实
施开发区改革，对区属国有企业实行分
类改革，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取得明显
成效，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排名位列 108
个省级开发区第 15。 自贸试验区鸠江
板块概念性总规编制完成， 入驻企业
2286 家， 慕晨国际完成全省首单跨境
电商企业对企业出口业务 ，9610 通道
加快建设。

坚持“三区”联动，城市建设拉开新
框架。 全面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与安师
大皖江学院等 10 家单位建立合伙人关
系， 编制三年滚动建设项目 125 个，完
成路网建设、城市更新等项目 48 个。实
施“建设江北、更新城北、提升城东”空
间发展战略， 江北新区建设如火如荼，
北湾智能装备产业园、沈巷工业园建设
加快推进，江北新区征收攻坚战全面打
响，完成征收 1.06 万亩，皖江学院、湾
谷科技园等重大项目顺利推进；四褐山
片区城市更新编制完成概念性规划，招
商推介积极开展；城东文旅集聚区迎来
发展新契机，总投资超百亿元的方特项
目有望落地。

坚持“三农”优先，乡村振兴开启新
篇章。 围绕打造全省乡村振兴先行区，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品牌农
业，全区 42 个农产品获“三品一标”认
证，德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全
省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
地，益海嘉里（安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入选全省农产品加工“五个一批工程”。
加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成高标准基
本农田 6.1万亩，建设进度全市第一，处
于全省第一方阵，并被列为全省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现场会观摩点。坚持典型引
路、示范带动，启动白茆现代农业产业
园建设、惠生联圩生态建设、沈巷高效
农业产业园建设、官陡梦湖田园综合体
建设乡村振兴“四大板块”，多点开花、
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格局初步形成。

坚持人民至上，群众工作取得新成
效。社会事业全面提速，鸠兹小学、皖江
小学、大阳垾小学建成纳新，放心午餐、
安心午休、爱心托管“三心”工程全面推
开，与芜湖一中、安师大、安师大附外 3
个教育集团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全市
首家“芜湖书房·悦享书吧”投入使用，
累计建成 5 家芜湖书房，成为市民网红
打卡地。 坚持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
作，出台鸠江区关于创新和加强新时期
群众工作的若干意见、党政领导干部接
访下访制度、镇街信访工作责任目标考
核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化解信访积
案超百件，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妥善
解决。 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接种新冠疫苗超百万剂次，圆满完成 3
岁-11 岁儿童和 12 岁以上人群接种目
标。 去年发现 1 例无症状感染者后，连
夜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仅用 2 天时间完
成全员核酸检测 55 万余人次， 设置集
中医学隔离点 20 个 ， 累计集中隔离

2757 人，实施“三区”管控 202 处，全部
稳妥有序解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得到
有力保障。

坚持党建引领，管党治党展示新气
象。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建立区委
常委会会议“第一议题”制度。圆满完成
区、镇、村（居）三级换届工作，各级领导
班子结构进一步优化。 创新实施“书记
领航”工程，制定加强村居党组织书记、
农村“两长”、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
织书记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探索推行
优秀村居党组织书记到镇街挂职机制，
开展“到江北去，到组织需要的地方去”
新一轮“薪火计划”年轻干部选拔培养
工程，组织区党政代表团先后赴苏州吴
中、南京秦淮、合肥包河等地考察学习，
开展两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干部队
伍整体能力素质有效提升。认真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出台《区委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推进机制》等
办法，扎实开展新一轮“三个以案”警示
教育，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政治
生态进一步净化优化。

奋斗结硕果，扬帆再出发。站在新
起点上，鸠江区将认真贯彻中央及省、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在芜湖垂直崛起中当先锋，书
写“鸠”地起飞的新篇章。

拉标杆找定位，把经济总量做大。
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 自贸试验区、
江北新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以跳起
来摘桃子的勇气，把合肥包河区、苏州
吴中区作为学习追赶的标杆，全力比学
赶超，勇于争先进位，一张蓝图绘到底，
一锤接着一锤敲，到“十四五”末，力争
鸠江区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000 亿
元，其中鸠江区突破 1000亿元。

增动能扩产能，把主导产业做优。
继续把“双招双引”作为经济建设一号
工程，发起“双招双引”新攻势，努力招
引一批产业链头部企业， 招引亿元以
上产业项目 100 个以上， 实现百亿级
项目“零”的突破，全面实施一产“两强
一增 ”行动 、二产 “提质扩量增效 ”行
动、三产“锻长补短”行动，推动三次产
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招引高层次科技
人才团队 7 个以上，大学生 7500 人以
上。加快推进中国视谷、梦溪路科创走
廊、北湾科创平台、沈巷孵化中心、沪
深人才飞地等项目建设， 助力产业高
质量发展。 全力支持本土企业做大做
强， 分批分次、 因企施策抓好企业培
育，“十四五” 末至少培育 1 户千亿级
航母企业，5 户百亿、10 户五十亿级龙
头企业，涌现 50 户产值在十亿元以上
的骨干企业。

提品质促融合，把城乡建设做靓。

继续实施“建设江北、更新城北、提升
城东”空间发展战略，把江北新区建设
作为人民城市建设一号工程， 努力打
造江北融合发展极； 加快推进城北片
区更新、推动“工业锈带”变成“生活秀
带”“文化秀带”； 提升城东片区品质，
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旅游目的
地。统筹乡村振兴“四大板块”建设，努
力打造全省乡村振兴先行区。 坚决扛
好长江大保护责任， 深化生态环境治
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惠民生增福祉，把群众工作做实。
聚焦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和
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兜住民生底线，
持续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 “岗位、学
位、车位、床位”等急难愁盼问题。用心
用情做好信访工作， 建成线上鸠江信
访服务网络综合平台和线下区矛盾纠
纷调处中心， 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
下访、阅批人民来信等制度，全力化解
信访积案，到“十四五”末，争创全国信
访工作示范区。

抓队伍聚合力，把党的建设做强。
继续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一
号工程，深入实施书记领航工程，建立
农村“两长”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立
体化机制， 选拔一批优秀村居党组织
书记到镇街挂职， 继续实施年轻干部
“薪火计划”选拔培养工程，继续实行
机关和企业双向挂职机制， 分批分次
选派优秀干部赴江浙沪先进地区跟班
学习，组织开展全区中层干部述职，努
力打造一支敢闯敢拼、有勇有谋、善作
善成的鸠江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