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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别报道 7··非凡的成就 安徽这十年

从“我与长三角”
到“我的长三角”

罗 鑫

“屏障东南，襟带江淮”。 宣城素有“皖东南门
户”之称，是我省唯一与江苏、浙江两省省会城市均
交界的地级市，境内还有上海市在我省最大的“飞
地”。 十年来， 宣城市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争先进
位、比学赶超，实现了从“我与长三角”到“我的长三
角”的跨越。

十年征程，高歌“东进”。 安徽“东进”最前沿、沪
苏浙产业“西移”第一站、南京都市圈城市、杭州都市
圈观察员城市、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成员城市、27
个长三角中心区城市之一，这些“定位”成为宣城崭
新闪亮的城市名片。

十年磨砺， 笃行不怠。 交通建设一步一个脚
印———合福、杭黄、商合杭三条高铁开通运营，风驰
电掣；宣州综合码头、郎溪定埠港开港，通江达海；芜
宣机场纳入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规划，展翅高飞。高
质量发展一步一个台阶———中国(安徽)自贸试验区
宣城联动创新区、中国(宣城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成功获批，宛陵科创城列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协
同创新平台。

十年奋楫，扬帆跨越。围绕“打造新高地，争当排
头兵”，宣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过 7 个百亿元
台阶，2021 年突破 1800 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稳居全省前列。 去年以来， 宣城市委先后选派
50 名干部到上海松江，江苏无锡、常州以及浙江杭
州萧山、湖州实践锻炼，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中蓄积宣城力量。

回首十年路，展望新征程。 宣城始终秉着“江城
如画里，山晚望晴空”的优雅，始终怀着“俱怀逸兴壮
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始终揣着“平生闻说
宣城郡 ,水石幽奇人物俊”的自信，在建设长三角中
心区现代化城市的新征程上踔厉奋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宣城市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围绕“打造新高地、争当排头兵”，奋力建设长三角中心区现代化城市，加速驶入长三

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宣城跨越”
■ 本报记者 罗鑫 张敬波

长三角波澜壮阔，皖东南风生水起。乘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东
风，十年来，宣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过 7 个百亿元台阶，2021 年
突破 1800 亿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居全省前列。 宣城市山
水园林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创成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回首十年路，宣城市立足独特的长三角区位优势，着力推进区域
联动发展，聚力打造现代产业、改革开放、城乡融合、生态文明、民生
幸福五个新高地，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点燃大引擎，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

风起热浪涌，蝉鸣开工忙。 日前，记者来到广德经济开发区，投
资 4 亿多元的安徽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三期项目刚刚投入
生产。

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寂空旷之地，上海客商看中宣城良好
的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在此创办企业；10 年后的今天，这里已是厂
房林立的兴业热土，该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宣城汽车零部件产业龙头
企业。

“我们坚定地看好安徽，看好宣城！ ”安徽永茂泰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负责人王斌告诉记者，“自 2012 年落户宣城以来， 在政府以
商招商和良好营商环境引领下，经过十年发展，我们从一个单一的
工厂，蝶变成一个完整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链主企业。 ”

十年来，围绕长三角城市主导产业，宣城市在目前已经形成的
汽车及装备制造、食品医药、文化旅游三大主导产业基础上，正在加
快构建以汽车零部件、新能源为核心的“2+8”特色产业链。 每年招引
的亿元以上项目当中，近八成来自沪苏浙地区，宣城市长三角招商
引资项目数由 2012 年的 209 个增长到 2021 年的 428 个。

产业平台做大做强。 宣城市积极推动以苏皖合作示范区为先导
的“一地六县”合作区建设，推动与沪苏浙地区在交通运输、产业合
作等 18 个方面建立一系列专项合作机制， 签订了 69 个合作协议。
皖苏产业合作园区（郎溪经开区）顺利进入国家级培育期，被评为省
绿色发展试点园区，郎溪经开区东区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园纳入国家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重点建设项目。 皖苏浙
产业合作园区（广德经开区）获批国家绿色低碳示范园区、绿色电子
电路产业基地、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示范园区。

产业合作做优做实。 依托 603 基地，宣城市推动与上海市共建
长三角（宣城）航天航空科技产业园，编制完善产业园方案。 今年以
来，新签约航天航空和军民融合相关产业亿元以上项目 13 个，总投
资 25.67 亿元。推动与江苏省溧阳市共建苏皖合作示范区（梅渚—社
渚先导区）产业示范园，双方建立“六个统一”工作机制，《苏皖合作
示范区（梅渚—社渚先导区）国土空间衔接规划》编制完成。 依托广
德经开区三期，推动与浙江省湖州共建长三角（湖州·宣城）产业合

作区，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八个一体化”工作
机制。 宣城片区已落户项目 27 个，总投资 134 亿元。

今年以来，“一地六县”合作区宣城区域新开工
亿元以上项目 136 个、总投资 326.75 亿
元，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23 个。

强化大支撑，打通设施互联“大循环”

8月 16日凌晨，随着合龙段最后一立方米混
凝土顺利浇筑完成，中铁五局承建的宣绩高铁重
点控制工程———水阳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

水阳江特大桥全长 2881.53米，本次合龙的连
续梁长 257.5米，跨越水阳江。 连续梁悬臂灌注施
工技术要求高、安全风险高，此连续梁的顺利合龙
是项目开展“大干二百天，全面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劳动和技能竞赛以来的重要节点目标。

宣绩高铁全长 111.6千米， 北起宣城市区，南
到绩溪县城，共设车站 3座。全面建成后，宣绩高铁
将是皖江地区城际铁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是长三角
区域城际轨道交通网骨干线路。 进一步完善中部

地区和长三角区域快速铁路网， 方便沿线群众出
行，推动沿线旅游资源开发。

十年来， 宣城市坚持以交通一体化为先导，
着力构建外联内畅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宣绩高
铁成为宣城市强化交通支撑、打通长三角设施互
联“大循环”的缩影。

宣城市全面融入长三角城市群———合福、杭
黄、商合杭三条高铁开通运营，芜黄高速建成通
车，芜宣机场航班往来，芜申运河航道通江达海，
宣城—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班列首发……今年
上半年， 该市累计完成交通投资 25.97 亿元，占
半年节点目标的 106%，超额完成半年任务。

公路互接提速。 长高高速宣城段、杭合高速
宣城段工可研究、 用地预审和项目选址加速推
进，由“十四五”完成可研提前至明年底开工建
设。 G50 宣广高速改扩建提前开工，征迁和用地
报批工作加速推进。溧宁高速溧阳段提前至今年
10 月完成主体工程，年内通车。 “一地六县”宣城
区域两横三纵高速公路网即将形成。

铁路互联提挡。 宁宣城际列入国家 “十四
五”铁路发展规划，已完成可研编制，力争年内
批复， 明年底开工建设。 宁杭高铁二通道纳入
《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已联
合湖州开展预可研编制，完成初步线型设计。宣

镇铁路启动前期研究。广德铁
路货场改扩建工程前期工作加
速推进。

水路互通提效。 郎溪县定埠港
开通运营全省首个县级集装箱航线，
经芜申运河上连芜湖长江水道， 下接太
湖区域，直通上海洋山港、宁波港，实现河
海联运、通江达海。 同时，凤凰山水库、白茅岭
综合协调服务中心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
进，“一地六县” 核心城区及开发园区 5G 网络实
现全覆盖。

积极探索不止步。宣城市相关部门赴有关兄
弟市学习先进经验，长高（长兴—高淳）高速宣城
段有望成为我省首条由宣城市交投集团牵头、县
（市） 政府参与入股投资建设的高速公路。 泾青
（泾县—青阳） 高速有望成为我省第二条由县政
府牵头建设的高速公路。

提升大服务，实现民生共享“一家亲”

作为宣城“城市大脑”建设的重要成果，宣城
市政务服务“最先一公里”自上线以来，切实解决
了群众办事开头难的问题。 近日，引导场景也由
“最先一公里”发布会时的 20 个新增到 82 个。 截
至目前，该平台服务群众已超过 6 万人次。

政务服务“最先一公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在办事前为群众提供体贴专业的主动服务，避免
申请人对材料理解不清、政策依据理解不透而造
成的办事障碍。

该平台主要包含两个板块： 一是 “我问你
答”，坚持问题导向，以线上情景引导的方式，按
照办事人需求量身定制专属化的办事指南，让办
事群众一目了然；二是“你答我改”，坚持利企便

民，对企业和群众准备的申请书材料进行“线上
阅卷”，帮助提交申请一次通过。

十年来，宣城市一体化融入沪苏浙的维度更
多元。 首创政务服务“最先一公里”模式，沪宣互
发全国首张异地办理营业执照；长三角“一地六
县” 人才综合体和人力资源产业园顺利开园；养
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业务实现网络办理、长三角
跨省异地就医普通门诊就诊费用即时结算……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宣城市数据资源扩量
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实现 132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跨省通办”、126 项场景应
用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完成跨省通办件 3294
件。 “一卡通”建设提质扩面，拓展交通、医疗、文

旅 3 大领域深度应用，打造就餐、小区门禁等 N
个“一卡通”应用场景。

医疗互通全速推进。 郎溪县中医院与南京市
第一医院、广德市第三人民医院与南京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 深化长三角跨省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一网通办”省级试
点，实现在长三角地区主要医疗机构异地就医住
院直接结算。

教育互认逐步落实。 宣城签订《南京都市圈
职业教育名师名校长联盟合作协议》，依托“胥河
情”“竹海情”教育联盟，与沪苏浙定期开展线上
教研、教学交流、友好结对等活动。 与长三角地区
6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 第一批长三角教育互认

共享事项加快落实。
文旅融合全面展开。 深化“一地六县”文旅联

盟，优化长三角“走心之旅”旅游线路，完成苏皖合
作示范区精品旅游线路编制，持续加强对伍员山、
太极洞等重点景区在长三角地区的宣传推介。

2012 年，宣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795.4 亿元，
2021年达 1833.9 亿元，是 2012 年的 2.3 倍。 2012
年， 该市规上工业企业 859 家，2021 年 1900 余
家，是 2012 年的 2.2 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宣城市奋力争当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安徽排头兵，书写了高
质量发展的亮丽答卷。 ”宣城市委副书记、市长何
淳宽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将聚力打造现代产
业、改革开放、城乡融合、生态文明、民生幸福五
个新高地，加快建设经济强、格局新、环境美、活
力足、百姓富的长三角中心区现代化城市，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宣
城
篇

共抓大保护，升级生态绿色“后花园”

盛夏时节， 走进宣城市郎溪县凌笪镇下吴村
罗市村民组，蓝天相邀、青山作伴、绿水放歌，一处
处展示茶文化和伍子胥文化的小景， 更显此间婉
约灵动。

“与我十多年前来这儿游玩时相比，现在的路
好走了，农家乐档次上去了，文化景观活起来了，
村民脸上的笑容都多了。 ”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游
客汤斌告诉记者。

沿着游步道缓缓而行， 很快抵达横亘在皖苏
两省交界处的伍员山。 1995 年，《人民日报》刊登
了题为《山这边，山那边……》的报道，介绍了位于
伍员山两边的江苏省溧阳市洑家村和我省宣城市
郎溪县下吴村思想观念、经济发展的差异，引发了
宣城市乃至全省的思想大讨论。 20 多年来，不甘
落后的下吴村人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他们
踔厉奋发、久久为功，不断缩小两地差距。

2012 年，土生土长的下吴村村民吴定义下定
决心，不再干跑运输的老本行，改行种茶叶。 转眼
十年过去， 他的种植规模由原来的 100 余亩扩大
到现在的 200 余亩，年收入翻了几番。村民口中的
“吴师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吴老板”，更是成了
当地茶产业带头人。

十年来，“小茶叶”成就“大茶业”。 如今，下吴
村茶叶种植面积达 10820 亩， 成为郎溪县凌笪镇
唯一一个茶产业专业村。 2016 年，当地建成白茶
产业扶贫基地， 吸引江苏天目湖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入股合作。

“通过十年的努力，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2
年的不足 5000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57 万元，村民
人均纯收入从 2012 年的不足 6000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3000 元。 ”下吴村党总支书记蒋福金

告诉记者。
十年来， 宣城市加快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围绕农业高产、高效、优质、绿
色的发展方向，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2021 年， 宣城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 485
家， 农副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总产值 1178 亿元，
其中销往沪苏浙 500 亿元。 该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由 2012 年的 9036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0565 元，
居全省第 4 位。

一大早，一辆标有“苏皖合作垃圾清运车”标
识的车辆从江苏溧阳天目湖镇驶入下吴村， 依次
将各个村民组的生活垃圾收集装车， 运回天目湖
镇处理。 贯穿两地的洙漕河是溧阳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大溪水库上游的主要来水河。 2021 年 4
月，双方正式开启跨省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下
吴村 15 个村民组 800 余户村民的生活垃圾交由
天目湖镇处理。

深化联防联治，深化生态补偿。宣城市与溧阳
市、长兴县、安吉县等毗邻地区建立生态环境联防
联控机制，共同开展跨区域水质检测、跨界河湖巡
查、跨流域执法。 今年以来，共开展联合环保行动
8 次。

宣城持续开展梅溧河、 洙漕河流域等跨界水
体综合整治，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加快废弃矿山生
态环境恢复治理，宣城市郎溪县、广德市累计完成
废弃矿山治理 59 座。郎溪县、广德市被列入省《新
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建设方案 （征
求意见稿）》试验协同区，郎溪县、广德市、溧阳市
三地建立损害者补偿、使用者付费、保护者受益的
生态补偿机制。 今年初，郎溪县、广德市获得溧阳
市生态补偿金 300 余万元。

�� 郎溪定埠港

上海通用汽车泛亚汽车技术中心研发试验中心（（广德））

�� 宁国市港口镇

农民丰收节现场

旌德空中茶园

�� 宣城中央生态绿地一景

宣城市景

�� 宣城开盛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版图片由宣城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