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庐江县
凝心聚力谋发展 砥砺前行开新局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一年
来，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县经济
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过去的五年， 庐江县开拓创新、锐
意进取， 开辟了一条跨越赶超的新路
径，实现了经济社会新发展，绘就了庐
江发展新画卷。

经济为要
发展迈上新台阶

着力提高发展质量，综合实力跃上
新高度。 五年来，庐江县主要经济指标
稳中有进，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跃升两个
百亿台阶 ， 突破 500 亿元 ， 年均增长
6.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6.1%。
建成全省最大的动力电池和磁性材料生
产基地。 新增龙磁、 大地熊 2 家上市公
司。 先后获评“中国十佳最具投资营商价
值县”“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赛迪中部
百强县”，入选国家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
示范名单，连续五年跻身 “全国投资潜
力百强县”。 五年来，庐江县“赶考补考”
一起抓，在爬坡过坎中，实现全省十强
位次从无到有，从有到稳。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动能实现
新突破。 高效平稳完成政府机构改革。
深化教育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立县幼
教集团， 组建县医院和县中医院医疗集
团。 深化“放管服”改革，清理各类行政审
批事项 644 项。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实现
县镇村三级所有政务服务事项 “一网办
理”。 在全省率先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试
点工作，授信 688.7 亿元、用信 10 亿元。
合安高速四改八、合安高铁庐江西站、庐
铜铁路建成通车， 对外交通更加便捷。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全县签约项目 195
个，协议投资总额 1343 亿元。

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发展质效迈上
新台阶。 实施现代农业提升工程，建成
高标准农田 100 万亩、“510+”产业基地
95.6 万亩，台创园获评首批国家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白湖镇入选 2020
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名单。 推进工
业强县战略， 规上工业企业达 182 户，
高新技术企业达 80 家。 神皖（庐江）电
厂、国轩电池、合肥星源等一批重大工
业项目建成投产。 发展现代服务业，培
育网销额超千万电商主体 7 家，建成商
贸中心 21 处，岗湾老街、三食六巷等商
业街区品质不断提升，中心城商业街区

被评为“省级特色街区”。 深化农旅融合
发展， 长冲村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柯坦镇和汤池果树村、柯坦分水村
获评首届安徽美丽茶镇茶村。

设施完善
大美庐江换新颜

五年来，庐江县着力完善基础设施，
县域发展呈现新气象。 投入 383 亿元实
施大建设项目 487 个， 城区建成面积达
36.8 平方公里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46.4%提升到 54.8%。新改建公路 2725 公
里， 其中一级公路 102 公里、 二级公路
158 公里，建成合铜路二期、庐巢路、花泥
路等一批国省干线。 建成安置房面积
225 万平方米，改造后街小巷 23 个，老旧
小区 18 个 79.5 万平方米 ， 受益住户
8375 户。 完成金牛、石头小集镇提升改
造，验收“五清一改”村庄 2457 个、“五化
两改” 村庄 418 个， 建成省市中心村 81
个，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实施河道治
理工程 11 个，除险加固病险水库 39 座，
水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 新建标准
化党群服务中心 104 个， 改扩建老旧村
部 28 个，为民服务环境显著改善。

着力抓好环境治理，生态文明展现
新面貌 。 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PM2.5、
PM10 浓度分别下降 17.1%、29.3%，优良
天数比率提高 11.6%。 持续推进环巢湖
治理，投资 88.7 亿元实施黄陂湖水环境

综合治理等 28 个项目。 国考断面、县级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持续达标。 每年投入
超 1 亿元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环境卫
生面貌焕然一新。 投资 5.5 亿元建成垃
圾焚烧发电厂，生活垃圾进入“零填埋、
全焚烧”时代。 扎实开展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化肥、农药使用量分别减少 17.3%
和 21.3%。 完成人工造林 6.1 万亩，森林
抚育 15.2 万亩， 乡村道路绿化 1692 公
里，荣获“国家园林县城”称号。

五年来，庐江县着力解民忧 ，共建
共享，在夜以继日中，用真抓实干兜牢民
生底线，让百姓更有底气，社会发展更有
底蕴。 着力提升幸福指数，民生福祉达到
新水平。 面对百年未遇的特大汛情，全县
上下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打赢了同大圩
保卫战，夺取抗洪抢险和灾后重建“双胜
利”。 脱贫攻坚圆满收官，现行标准下 9.1
万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24 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 低保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案
例被写入《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的实践》
报告中， 对世界发布。 居民收入快速增
长，突破 3 万元大关，年均增长 9.5%。 加
大民生建设、积极扩大就业、城乡居民
养老和医疗保险提标扩面，覆盖全民的
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加大教育投入，实施农村教师安居
乐教工程，新建庐江二中等各类学校 27
所，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47 所，新增
学位 3.4 万个，实现智慧校园全覆盖，教

育布局更加优化。 开放阅读空间 12 个，
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 建
成群众体育健身设施 158 处，先后承办
中国摩托艇联赛、全国山地自行车公开
赛等国家级赛事，荣获“全国群众体育
先进集体”。 庐江县通过“全国基层中医
药先进单位”复审，汤池镇获评国家卫
生镇，县医院、县中医院创成三级医院，
金牛、泥河、同大 3 所镇卫生院创成二

级医院，县域内就诊率提升至 70%。 安
全生产实现良性循环， 连续 14 年荣获
“全市安全生产优秀单位”称号。

奋勇争先
担当作为话蓝图

五年来， 庐江县始终坚持高效履
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深入开展“三个
以案”警示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政府系统党建工作水平
不断提升。 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严
格依法行政，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办理
行政复议案件 224 件 、 行政应诉案件
129 件。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 385 件、
政协提案 652 件，办复率均为 100%。 扎
实做好各类巡视整改工作。 深入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持续为基层减负，减少文件会议数量和
督查考核事项。

今后五年，庐江县坚持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县委决策
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国
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
举措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
的赶考之路，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
同富裕。 全面融入大合肥、深度对接沪
苏浙，大力实施“工业强县、农旅富民、
大美庐江”三大战略，着力建设“两城、
三区、四园”，全力打造“两新一区”即全
国新能源电池材料和生物医药产业新
基地、 全域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新样板、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实干成就梦想、奋斗铸就辉煌。 站
在新的起点上， 庐江县将鼓足干劲，乘
势而上， 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劈波斩浪、勇毅
前行，奋力打造“两新一区”，谱写庐江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共庐江县委宣传部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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