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桑梓 谋创新 兴安庆””安庆籍院士和知名专家新年恳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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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五大宜城”” 挺进百强城市

�� 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443300个、、组建创新联合体 77家，，新认定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研发平台 3311个、、再芬黄梅等 1133家企业入选省级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获批、、精准实施 3333 项民生工程，，
投入资金 112288 亿元…………刚刚过去的 22002211 年，，安庆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对标先进，，凝聚力量，，
勇挑重担，，奋力奏响跨越发展的最强音。。

新征程下，，安庆市又发出了打造““五大宜城””的进军令，，吹响了挺进““百强
城市””的冲锋号。。 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庆，，蓝图已擘画，，奋进正当时。。

冬日的北京西苑饭店外寒风凛冽 ，不
久前一场在此举办的以 “话桑梓 谋创新
兴安庆” 为主题的安庆籍院士和知名专家
新年恳谈会却是“热气腾腾”。 会上，安庆籍
的知名专家们分别结合自身研究领域 ，为
家乡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 、出
谋划策。 大家一致表示，安庆发展有机遇、
有优势，值得期待，也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将
围绕安庆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在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科技人才培
养、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出智出力，
为家乡振兴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创新是产业动力之源，也是经济动力之
源。刚刚过去的一年，安庆市以创新为机，抢
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围绕产业布局，推进研发
平台建设，大幅提升创新能级，不断增强创
新能力。建立健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
系，浙大未来产业研究院、合工大汽车及装
备制造产业研究院建成运营，安庆师大化工
新材料、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协同创新中心
加快建设，组建创新联合体 7 家，新认定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研发平台
31 个，新增授权发明专利 837 件，每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增速居全省第 1 位，技术合同

交易总额 125.6 亿元、增长 56.6%，环新集团
入选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在科技“强引擎”的驱动下，产业发展也
交出了一份悦目的“成绩单”。 2021 年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 227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45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
业产值分别增长 20%和 30%以上，620 家企
业入选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库，13 家企
业被评为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安庆市将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
快发展壮大优势产业群、打造新兴产业聚集
地、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铸强开发园区
主引擎，走好具有安庆特点的“科创+产业”
路子，加快打造皖江经济带制造名城。

2021 年 12 月 2 日，一则令人振奋的消
息传来，安庆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验收，即
将封关运行。 未来安庆综合保税区将重点
发展加工制造、物流分拨、销售服务、研发
设计、检测维修五大核心产业。 与粮食进境
指定监管场地、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发挥叠加效应， 努力打造成
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

展的高能级平台。
安庆市以打造新时代内陆改革开放新高

地为目标，把改革的方向对准发展所需、基层
所盼、民心所向，通过加快与长三角先发地区
等高对接，加强与中部地区、长江经济带重点
城市协同发展， 全面提升在区域发展中的嵌
入度、贡献度和产业链、价值链地位。 以综合
保税区为引领，大力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推

动更深层次改革、扩大更高水平开放。
有所播种就有所收获。过去的一年平台建

设初见成效，安徽自贸试验区安庆联动创新区
成功获批；综保区顺利通过验收；进境粮食指定
监管场地整改工作有序推进， 进口粮食 8.8万
吨、增长 39.7%；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线上综合
服务平台即将投用，桐城、潜山、大观线下产业
园开园运营，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单量达 30万
单。 长三角一体化加速融入。 迎江杭州飞地孵
化器、怀宁（松江）科创中心投入运营；成功加入
长三角教育评价城市联盟、公共资源交易发展
合作联盟，与长三角地区 26个城市、5406家医
疗机构实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

交通是开放发展的基础平台。 在“十四
五”的开局之年，安庆内联外畅的交通体系
也在加速形成，安九高铁建成通车，太蕲高
速开工建设，德上高速桐城段、岳武高速东
延线加快推进，桐城、岳西、望江通用机场
项目稳步实施， 联动长三角与中部地区的
交通枢纽地位逐步稳固。

打造贯通南北、 连接东西的现代化综
合交通枢纽地位；建设通江达海、左右逢源
的滨江名城；内搭平台、外联老乡，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眼下， 安庆上下正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抢抓机遇，增创对
外开放新优势。

每一个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地名背后，都有
着独特的文化地标、文化记忆和文化传承。 作
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安庆，不仅保有诸多的
文物遗迹 ，亦拥有 “黄梅戏 ”这一闪亮的城市
“文化名片”。 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是安庆对外
提升城市形象、对内增加市民文化自信的最大
“法宝”。

近年来，安庆致力于打造全国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戏曲名城、打响一批具有安庆标识的文
化品牌，深度挖掘文化资源，加强保护利用，同
时构建多元立体化文化传播格局，把安庆故事
说好，把安庆声音传播好，不断提升文化软实
力。 过去一年，安庆市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第九
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圆满落幕，黄梅戏
《邓稼先》 入选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不朽的骄杨 》
《女驸马》入选全国“百年百部”计划，潜山痘姆
陶器烧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桐城市获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市建成村级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 1502 个、覆盖率达到 97%。

新的一年， 安庆市再一次按下文化建设
的 “快进键 ”，明确构建市县乡村一体化的数
字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做强“乡村春晚”“宜城
处处唱黄梅”“书香安庆阅读季”等特色品牌、
打造一批具有安庆标识的文化品牌和文化产
品、 完成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故居旧址复建
和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修缮、 推出精品旅游
定制线路 10 条……推动公共文化提标扩面
和文化产业提档升级， 以更强自觉建设文化
强市。

近日， 长江安庆段迎江区长风乡水域
数条江豚在水中聚集嬉戏。 江豚喜单独活
动，有时也结成 2~3 只的小群，此次长江安
庆段水域五六条江豚集聚实属罕见。 有着
“微笑天使”之称的长江江豚是国家一级保
护野生动物， 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旗
舰物种， 它们的种群状况是长江水生生态
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良好的生态景观离不开全局性的规
划和系统性的保护。 安庆市始终把修复长
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抓好中央环
保督察 、 长江经济带警示片反馈问题整
改 ，落实好长江 “十年禁渔 ”，呵护一江清
水向东流。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全面贯彻碳
达峰碳中和要求 ，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
业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深化新一轮林长制

和河湖长制 、田长制改革 ，探索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路径 ，推进 “生态颜值 ”转换为
“经济增值”。

回顾过去的一年，全市生态保护工作
扎实推进 ， 新一轮长江经济带 “三大一
强 ”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第二轮中央督察
交办 “8+238”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年度整
改任务顺利完成 ； 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
护区正式获批 ；全面管控面源污染 ，全市
PM2.5 平均浓度、 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分别
居全省第 6 位和第 4 位 ； 强化入河排污
口排查整治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 ，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均达到
三类水质要求 ； 危险废物专项治理三年
行动和清废行动持续开展 ， 土壤和固废
污染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 桐城市成
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 岳西
县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

首座高架桥———中兴大道高架桥正式通车、
上榜中国十大“秀美之城”、第九届中国（安庆）黄
梅戏艺术节成功举办、 安庆会展中心建成办展
……细数 2021 年，安庆“高光时刻”迭现，随着城
市环境、民生发展、文化建设等一路高歌猛进，人
民的幸福感也在不断攀升。

这一年，安庆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 更好地做好人民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
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战贫战疫、抗灾救灾等大战
大考取得全面胜利，低保、社保、医保等逐年提标扩
面，累计投入民生工程资金 484.8亿元，城乡居民收
入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速、年均增长 8.7%，人民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位居全省前列。

这一年，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 精准实
施 33 项民生工程，投入资金 128 亿元；认真落实
援企稳岗、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构建“就业超
市”平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3 万人，新增就业
9 万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持续深

化，基本养老金发放调度机制建立健全，最低生
活保障和特困人员供养标准进一步提高，长期护
理保险提标扩面，医保“微改进”服务模式推广应
用；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率达到 100%。

这一年， 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 新改
（扩）建公办幼儿园 25 所，组建 72 个城乡教育联
合体，安庆四中圆梦校区、石化一中人民路校区
顺利招生， 校园安全 “三防” 建设实现 “四个
100%”目标；紧密型医联体、医共体建设取得实
效，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82.1%；大力推进医养结
合，养老护理型床位覆盖率超过 43%，建成区域
性特困人员照护中心 17 家。

这一年，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会展中心建成
办展，勇进路全线贯通，罗湖大桥连接线宜秀段
等 12 个重点工程开工建设，滨江大道、宜秀大道
等 41 个项目加快建设， 中兴大道快速化改造等
18 个道桥工程全面完工 ， 新增停车泊位 7800
个；主城区集团化办学、合作办学有序推进，上海

同济医院安庆分院主体封顶，市中医院创建三级
医院；城区道路沿线及周边地块环境整治和绿化
提升全面完成，整治污水管网 91.5 公里，新增绿
化面积 176 万平方米；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310 万
平方米，新开工棚户区改造项目 7406 套。

这一年，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聚焦“守底线、
抓衔接、树品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创新实施“24 字”防贫工作法，全
市未出现返贫致贫现象； 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工
程，首批挂牌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
应基地 9 家，新增“三品一标”农产品 193 个、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4 个，亿元以上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达到 10 家，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实现 900
亿元；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环境“三大革命”
持续深化，“五清一改”行动扎实开展，建设省级
美丽乡村中心村 98 个。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新的历史起点下，奋
力打造“五大宜城”是实现安庆振兴发展的必然
要求， 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庆的关键之举。
眼下，全市上下正以只争朝夕的拼劲、锲而不舍
的韧劲、拼搏进取的干劲将“五大宜城”的美好蓝
图变为现实。

以创新为机 抢占产业制高点

以开放为翼 释放经济新动能

以生态为先 齐唱绿色协奏曲 以幸福为本 擘画美好新生活

以文化为媒 擦亮城市金名片

水韵宜城。。

浙江大学——————安庆未来

产业技术研究中心。。

振宜汽车。

第九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成功举办。。

安庆综合保税区。。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