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池区

全面实施“六大行动” 聚力打造“五新贵池”

壮产业 促升级 经济动能加速集聚
深入实施产业强区战略 ，确立 “4＋3”

新兴产业主攻方向 ，制定 “1＋7＋1”政策体
系 ，推行 “十个一 ”工作机制 ，招引亿元以
上关联项目 53 个 ， 产值迈上 500 亿元台
阶，占全区工业比重超九成 。 推进产业链
建设 ，建立链主企业培育库 ，梯次培育产
值亿元企业 15 户 、10 亿元企业 4 户 、50
亿元企业 2 户 。 贵航特钢再次跻身中国
民营制造业 500 强，艾可蓝进入省民营制
造业百强 ， 再次获评全省发展民营经济
先进县区 。 霄坑绿茶 、西山焦枣 、秋浦花
鳜入选全 省首批绿色食 品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获批全省首批森林康养基地 2 个 、省

级服务业集聚区 1 个 ， 上榜全国市辖区
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区。 全力助企纾困，兑
现区级奖补资金 5 亿元 ，减税降费 9.4 亿
元，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18 户。 加大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出台考核激励制度 ，
银 行 业 机 构 贷 款 余 额 580 亿 元 、 增 长
24.6%。 数字赋能开局破题 ，池州市首个
数字经济产业园揭牌运营 ， 实施制造业
“两化”融合工程项目 35 个，建成省级数字
化车间 1 个，培育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1 户 、省级 “单打冠军 ”企业 1 户 、省
专精特新企业 5 户， 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48%、50%。

上项目 强支撑 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122 个省级重点项目、139 个市级重点

项目、102 个区本级政府性投资项目分别完
成投资 100 亿元、107 亿元、27.4 亿元。 建立
专班制调度、清单化推进机制，一批重大项
目取得突破性进展，芯元基、西恩锂电池综
合利用、洲际高星级酒店等 47 个项目开工
建设， 全球最大的绿色建筑骨料生产基地
长九二期、 年产 5 万吨高精度铜板带等 26
个项目竣工投产， 世界最大的单体水泥熟

料生产基地海螺四期加快推进， 百亿级中
建材新材料项目基本具备开工条件。 谋划
编制项目 198 个， 纳入国家重大项目库 27
个、总投资 179.3 亿元。 对上争取中央预算
内投资、 专项债券和省市补助项目 74 个、
资金 16 亿元。 棠溪抽水蓄能电站成功挤入
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 矿产品运输铁路专
用线纳入国家重点项目清单， 整区屋顶分
布式光伏项目入选全国试点。

扩开放 推改革 内生活力有效释放
建立园区 、镇街招商共享机制 ，实行

“红黑榜 ”制度 ，开展 “突击月 ”“双百 ”行
动 ， 引进省外亿元以上项目 77 个 、15 亿
元以上项目 6 个 ， 蓝城康旅小镇等一批
重大项目加速落地 。 深度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 ，对标推广沪苏浙改革创新举措 242
项 ，与上海长宁深化战略友好合作关系 ，
获评首批长三角高铁旅游小城 。 池州高
新区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 “九件事 ”，“联
姻 ”嘉兴综合保税区 、上海虹桥临空经济

园区， 首次跻身全省开发区 30 强， 获批
省级绿色示范园区 。 平天湖风景区管理
体制改革顺利完成 。 杏花村文化旅游区
品牌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 ， 成功举办第
六届杏花村文化旅游节 。 “放管服 ”改革
纵深推进 ，企业诉求 “直通车 ”正式开通 ，
“智慧贵池 ”成功 “登云 ”。 新政务服务中
心建成启用 ，在全省率先上线 “一体化智
能自助系统 ”，32 个部门 1413 项政务服
务事项全部实现“一门通办”。

抓攻坚 助振兴 城乡建设提质增效
推深做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76 个老

旧小区全面改造升级，49 个小区实现物业
管理 “双提升 ”。 组织主城区征迁攻坚行
动，7 个地块房屋征收扫尾清零， 海螺、池
黄高铁征迁等一批难点问题彻底解决。 积
极融入东部产业新城，高效完成清溪大道
改造提升等 11 个重点工程 3400 亩 、676
户征迁。 服务 G318 改造等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德上高速贵池段建成通车。 实
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18 万人喝上放心

水。 乡村振兴全面铺开，新建农业特色产
业基地 4 万亩，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 1 户，成功举办 2021 长三角乡村振
兴论坛，杨棚村跻身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 ， 西山焦枣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 ，获评 “中国鳜鱼之乡 ”，入选省级农村
电商示范县 ， 晋级全省乡村振兴优秀行
列，成为全市唯一的省级美丽乡村建设先
进县、全省唯一的国家级水系连通及水美
乡村建设试点区。

严治理 重保护 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在全省首批试点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监督长制，326 名三级监督长、
336 名环境监督员到岗履职。 全面落
实河湖长制、林长制，建立“田长制”。
处置“三类地”3569 亩，完成土地整
治 1 万余亩。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减污
整改百日攻坚， 立行立改问题 380
个，立案查处 10 起，整治入河排污口
1111 个， 排查整改 “两高” 项目 53

个，拆除石灰石窑炉 7 座，顺利实现
能耗“双控”目标。 重拳整治矿山，整
合关闭 6 家，生态修复 32 家，自然保
护地及生态红线内矿山全部退出，在
产矿山绿色创建实现全覆盖，国家级
绿色矿山达 3 家、市级 25 家。 新增新
能源发电装机 54 兆瓦， 空气质量优
良率 86.5%， 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

惠民生 兜底线 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建立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高标准完成省定 33 项民生工程，民
生类支出超 40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比重达 85%。 发放各类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金 1.6 亿元，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参保率达 99.2%。 教育
“双减”政策全面落实。 疫情防控有
力有效，保持“无确诊、零疑似”，社
会防控大局持续稳定。 完成 54 万人
120.7 万剂次疫苗接种 ，实现 “应接
尽接”，获省疫防指通报表彰。 市二
院成功晋升三级综合医院， 市中医
院医技综合楼建成启用，5 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75 个村卫生室完成标
准化建设。 府学社区获评全国示范
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建成 14 个镇街
消防站，523 名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网格员持证上岗。 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持续加强。 成立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中心，信访积案有效化解。 “八五”
普法全面启动，梅龙司法所获评“全

国模范司法所”。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年，也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 贵
池区区委、 区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全面落实区第五次党代会决策部
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全市
中流砥柱、全省发展标杆、长三角形
成特色”战略定位，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
持发展为上、项目为基 、民生为本 、
监管为要，继续做好“六稳 ”“六保 ”
工作，实施“六大行动 ”，打造 “五新
贵池”，争当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排头兵， 奋力谱写现代化首善
之区建设新篇章。

2021 年是贵池区拉高标杆、奋勇争先、跨越发展的重要一年。 实现了
“十四五”强势开局，主要指标增幅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是“十二五”
以来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之一。 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50 亿元、增长
1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3 亿元、增长 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5%，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1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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