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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别报道 7··非凡的成就 安徽这十年

创新实干赢未来
徐 建 阮孟玥

九华山云蒸霞蔚、秋浦河碧波荡漾。建设一个天蓝、
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是池州人民的共同愿景。 如今，
青山连绵竞秀、绿水蜿蜒流淌、乡镇生机勃勃……

“全面动起来、立即干起来。 ”10 年来，池州市依托
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聚力发展半导体、新材料、高端装
备制造、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新能源和节能环保、健康
医疗养老、绿色食品、文化旅游创意八大新兴产业，经济
社会发展多项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全市工业企业逐步实现资源型向制造型转型，传统
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传统工业基地向战略性新
兴产业基地转型，产业链条向集群化发展转型，工业发
展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如今， 池州市正在加快构建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
系统谋划未来产业发展目标、方向、路径，推进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让绿水青山产生更大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10 年来，池州市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突出共建共享，加快提升民生保障
水平，努力让全市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目前，全市八成以上支出保民生，暖民心行动持续
推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品质提升，人居环境得
到了眼睛可见、内心可感的改善与提升，市民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绿水青山就是人民群众的幸福靠山。 10 年巨变，池
州这座绿色、生态之城，正向产业与生态和谐发展之城
迈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正在一步步
拓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池州冲劲””
■ 本报记者 徐建 阮孟玥

党的十八大以来，池州市坚持生态立市战略，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齐头并进，坚定扛起长三角重要生态屏障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实施产业强市战略，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全面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动经济提质扩量增效。

绿色转型，高水平保护绿水青山

“我 15岁开始就在长江上捕鱼， 吃住都在船上， 孩子上
学、买生活用品都不方便。 而且江上捕鱼要起早摸黑，风大浪
大，非常危险，也赚不到多少钱。 2020 年上岸后，我被安置在
流坡社区，一边在附近企业、社区做零工，一边享受着每个月
307 元的渔民上岸补助和生活低保，生活很安定、有保障。 ”池
州经开区上岸渔民傅长宝告诉记者。

作为长三角重要生态屏障，池州市把呵护“一江碧水向东
流”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方面做到一以贯
之、坚持不懈。

2019 年 12 月 1 日， 池州市实行长江池州段全面禁捕，比
国家规定时间提前 13 个月。 经过近 8 个月的努力，实现渔民
全部上岸和长江池州段全面禁捕。 同时，扎实开展长江入河排
污口排查整治省级试点， 共排查出长江入河排污口 5632 个。
目前整治工作全面完成，共取缔排污口 20 个、整治排污口 117
个、规范排污口 5495 个，对其中纳入省调度重点监测的长江
干流 146个排污口及一二级支流 514个排污口设立标识牌。

近年来，池州市积极推行“环保管家”模式，让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有效解决了园区企业“不会治污、治不好污”和生态
环境部门监管难的问题， 从源头减少了污染产生； 制定遏制
“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实施方案，实行重大招商项目前置审批
和联合预审机制， 严把项目准入关口， 不断筑牢生态环保根
基；坚持标本兼治，建立生态环保领域各级各类反馈问题整改
“回头看”、群众信访投诉整改情况与群众见面反馈，生态环境
问题主动发现、闭环处理机制，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彻底改。

2021 年，池州市空气质量、地表水质量分别居全省第 4
位、第 2 位，森林覆盖率居全省第 2 位，成为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中国人居环境
奖城市、全省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全国首批国家森林旅游示范
市、国家森林生态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试点市……

民生为本，高品质建设美丽城乡

7 月 20 日，2022“美好安徽 最美皖南”宣传推
广活动在池州市启动。 黄山、宣城、马鞍山、芜湖、
铜陵、池州、安庆 7 市联手奉上最美山川、最美江
湖、最美乡村、最美戏曲、最美味道，并以“发现美、
呈现美、实现美”3 个层次展现，为游客奉上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旅大餐。

从池州出发，“最美皖南” 既为 “安徽人游安
徽”系列主题活动增添了新内容，又有利于整合皖
南优质文旅资源， 推进 7 市旅游合作共进， 提升
“最美皖南”品牌形象，助推文旅行业复苏，激发文
旅消费活力， 共促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高质
量发展。

10 年来， 池州市通过加强生态、 产业融合互
动，科学合理适度利用各类资源要素，大力发展绿
色富民产业， 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双向
转化通道，助力乡村振兴，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
山的有效转化之路。

“慢庄”位于石台县矶滩乡洪墩村，几年前，还
是一个“空心化”的自然村落。近年来，该村通过对
旧有民居加以改造、提升，整治山水田林路，成为

民居、田园、山林一体化的休闲康养基地，开设了
秋浦书院、慢庄中医谷、慢文化体验中心、茶文化
体验中心等体验场所， 呈现出中国传统村落的美
景和诗意。

几年来，在乡村旅游带动下，村民每户年均增
收超 2.5万元。“慢庄小镇”成功入选安徽省特色小
镇，获评安徽避暑旅游目的地、安徽省森林康养基
地，入选安徽省乡村旅游发展典型案例。

流光四溢、火树银花……8 月 5 日晚，以“大美
池州梦幻滨江”为主题的烟火灯光秀，在池州市主
城区老池口市民公园启动，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
客前来“打卡”。

“老池口市民公园原址是池州港 507 码头，是
上海‘小三线’建设时期的一段记忆、一个缩影，也
是池州市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今，老建筑与灯
光艺术完美结合，非常有特色。 ”从小在这里长大
的市民尹诗行告诉记者。

老池口市民公园位于池州市主城区北侧、长
江南岸，交通便利。 近年来，该市累计投入 5.8 亿
元，完成了滨江区域生态修复，建成一批“公园+体
育”全民健身场所。

近年来，池州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着力推动城市功能品质提升与乡村全面振兴双轮
驱动，高质量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努力打造有魅力
的滨江城市。

“两荤两素一汤，吃得很好。 ”8 月 1 日中午，84
岁的章满来在东至县胜利镇康桥村老年食堂就餐
后，满意地说。

小饭碗“盛”着大民生。 今年 5月，该村新建了
老年食堂，并增设老年人棋牌室、文化活动室及日
间照料室，暖民心行动温暖了老人们的心。

池州市积极推进暖民心行动、常态化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
的身边问题。 该市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严格落
实新建配建标准，扩大停车设施供给，加强老城区
重点区域公共停车设施“改扩建”“平改立”，引导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居住小区“错时开放”，动态调
整布设路内公共停车泊位，以增加补充供给。 计划
到 2025年， 池州主城区累计新增城市停车泊位 6
万个以上。 今年，该市计划城镇新增就业 1.4 万人
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3200 人，就业困难人
员就业 1000 人……

池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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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安全，高标准推进社会治理

“党员‘1+1’亮牌”、打造乡村治理“矩阵网”、以“微服
务”促进“精治理”……今年以来，池州市青阳县聚焦乡村
治理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发挥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
的战斗堡垒作用， 推动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
打通基层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百米”。

截至目前，青阳县已在 46 个村划分服务区 536 个，
选举“两员”982 名，成立 491 支志愿服务队 、共计 2275
名队员；形成“组织员+监督员+志愿者+群众”的“综合式
服务”机制，先后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人居环境整治
等 780 余次活动，为村民提供 600 余项“陪办服务、帮办
服务、代办服务”。

近年来，池州市以党建引领，着力提升城乡基层党组
织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凝聚力；推行组织联建、区
域共建，服务联动、责任共担，活动联办、资源共享，机制
联商、难题共解模式，不断提升城乡基层治理能力和水
平，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6 月 7 日上午， 池州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
心正式成立。 该中心紧扣池州地域实际，聚焦群众有感
的社会领域突出问题， 聚焦市域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难
点、堵点问题，出“金点子”、献“锦囊计”，探索具有池州特
色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近年来，池州市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构建“党建+
信访”“清单+闭环”“倒查+问责”“专项整治+系统治理”
工作机制 ，努力实现接访不走过场 、写信真管用 ；持续
提升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能力和
水平， 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群
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
可持续。

奋勇争先，高质量发展新兴产业

2019 年 5 月，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迎来了
一家新企业———安徽文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该公司专业从事教育信息化及人工智能教育
装备生产，其纳米智慧黑板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
国首位， 荣获 2019 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创新产品金
奖。 当年，安徽文香实现产值 1.2 亿元。 到 2021 年，
年产值已升至 5亿元。 公司总部也从北京整体搬迁
至池州，开启了加速发展的新征程。

落户池州以来，安徽文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
先后获得各项专利 200 余项，并获得省级工业设计
大赛一等奖、“安徽工业精品”等荣誉，整体技术水
平在同行业居领先地位。

近年来， 池州市坚持把产业转型作为高质量发
展的突破口，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
产业培育壮大。 该市聚力发展半导体、新材料、高端
装备制造、 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 新能源和节能环
保、健康医疗养老、绿色食品、文化旅游创意八大新
兴产业， 每个产业成立一个由池州市四大班子负责
同志牵头的工作推进专班， 制定一个产业集群建设
实施方案、编制一个产业发展规划、绘制一张招商地
图、建立一个重点项目库、培育一个商协会、牵手一
个智库（高校院所），每年形成一个产业发展研究报

告，推动产业链提质扩量增效。
2020 年 10 月 29 日，安徽中韩（池州）国际合作

半导体产业园揭牌，起步区面积 320.32 公顷，以半
导体产业链为主导，积极引进先进技术、重点项目，
致力于打造高层次国际合作的产业平台、国内特色
封测半导体产业基地和全省一流的半导体产业园。

今年 8 月 12 日， 池州市首届半导体产业高峰
论坛成功举办，业内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聚焦池
州市半导体产业发展和行业协会建设进行交流和
探讨。 与会专家们围绕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 安徽半导体产业发展现状和展望、半
导体企业发展等主题作了专题报告，研讨池州市功
率半导体（车规级芯片）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2—
2025年）。

从 2012 年到 2021 年 ， 池州市工业增加值从
118.5 亿元增长到 248 亿元，年均增长 12.9%；规上
工业企业由 2012 年的 374 户增加到 2021 年的 586
户；共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 家、省“专
精特新”企业 117 家；该市制造业门类已发展到 29
个行业，占制造业行业总类的 90%以上。 2012 年以
来，池州市共计新引进省外亿元以上项目 1969 个、
到位资金 4565.9 亿元。

今年 8 月 9 日，省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同意池
州长江公铁大桥可行性研究报告， 标志着该项目
已从前期项目审批阶段进入施工准备阶段。 池州
长江公铁大桥采用 “公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
通”合并过江 ，对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优化完善全省过江通道布局
等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池州市围绕“产业新城、城市新区”发
展定位，以产为基、产城融合，加快推动东部产业新
城建设，通过“新产业、新城区、新机制”，加快把东
部新城区打造成该市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和展示滨江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池州市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 5.1%，比全省高 2.1 个百分点，居全
省第 2 位。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进出口总额、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速均
居全省第 1位。 上半年，该市工业投资增长 28.5%，
高于全省 8.4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3 位。 其中，新开
工制造业投资增长 238.6%，居全省第 1 位。 工业投
资项目大幅增加 ，6 月末在库统计工业投资项目
448 个，同比增加 83 个，海螺四期、宝镁轻合金等重
大工业项目加快推进，工业经济后劲十足。

池州巨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场景。。 吴骏 摄池州市集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展示现场。。 吴骏 摄 池州市九华明坤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吴骏 摄

石台县高山公路。。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当年渡江岸线，今日繁忙码头。 徐永才 摄

�� 绿色掩映平天湖。。 何建民 摄

云蒸霞蔚九华山。。 陈光学 摄

注：2014年至 2021年为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数据，以前年度为老口径数据。

地区生产总值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