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局之年，长丰大地，澎湃激越，日
新月著。

百亿项目宣示了“未来已来”的突破
新高度，百倍干劲展示了“攻坚克难”的
奋进新姿态， 百项成果昭示了 “比学赶
超” 的争先新气象，“全面做强、 共富长
丰”描绘了“强县、富民、善治”幸福新画
卷。 当前， 全县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县第十一次党代会
决策部署，锚定“两新一示范”，全面做强
勇争先。

凝心聚力开新局 实干实绩开门红
时间属于奋进者。
2021 年是 “十四五” 开局之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对
长丰来说， 是必将载入史册的非
常之年。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
复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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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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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
锐意进取、砥砺前行，各项工作呈
现出蓬勃向上、 昂扬奋进的良好
态势，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非凡业
绩，“十四五”实现开门红。

产业担纲， 先进制造动能澎
湃。 中航锂电、亚明汽车、双杰电
气 、露笑科技 、之奇美偏光片 、万
洋众创城等一大批重大项目落
地建设或投产量产 。 伊利乳业 、
荣事达电子电器 、 宝湾国际 、京
东物流 、志邦家居 、舜禹水务等
一批重点企业快速成长 ，鸿路钢
构成为首个长丰百亿制造企业 ，
京东嘉远营收破百亿 ，成为全市
首家百亿商贸企业 。 企业上市
“十朵金花 ”再绽两朵……“打头
阵”，“挑重担 ”，“争一流 ”。 综合
实力稳居全省前三 ，百强排名持
续进位 。 双拆工作全市第一 ；能
源综合改革 “试验田 ”全省唯一 ；
全县规上工业企业 309 户 ，位居
五县 （市 ）第一 ；规上工业总产值
超 900 亿元 、增长 27% ，增速全
市第一 ；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
人 ”企业达 12 家 ，全省第一 。 大

项目支撑大产业 ，大产业带动大
发展。 全年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88 个 ， 协议投资额 762.8 亿元 ，
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9 个 ；新 、
续建项目 总 到 位 省 外 资 金 235
亿元 ，五县 （市 ）第一 。 成功设立
全省首只县级百亿母基金 ，投资
项目过百个 。 围绕 “三主三新 ”，
完善产业链长制 ， 建立产业联
盟 ，节能环保获批全市战新产业
基地 ，主导产业加速集聚 。 发挥
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金融活水润
泽实体。 创新平台活力充分激活，
“长丰动能”澎湃强劲。

城乡一体， 全域协调步伐铿
锵。 从广袤的田野到繁忙的工地，
从先进的实验室到智能化生产
线，从产业园区到莓香小镇，长丰
大地乡村振兴号角嘹亮，“一区六
园”聚产兴业热浪滚滚。 首善县城
焕发新颜，首富北城能级提速，首
业下塘加速崛起 ，“五大片区 ”五
彩缤纷，全域发展协调推进，勾勒
出生机勃勃的长丰图景。 这一年，
城市功能更加完善， 乡村振兴深
入实施，城乡建设加快推进，县域
品质日益提升， 打造了 “长丰样
板”。 长丰投资 1.2 亿元启动县域
村庄规划， 全域旅游总体规划编
制完成，“心有梦·就长丰”IP 加快
孵化。 持续推进土地整治， 新建
4.35 万亩高标准农田。围绕农业四
大全产业链，打造“六子工程”，高
标准提升 “草莓小镇 ”，荣获全国
农业全产业链典型县。 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县通过省级评估。 推广
红桥、金丰、大路经验 ，27 个村集
体经济收入超 100 万元。 编制大
建设项目 400 个，完成投资 136 亿

元，再创新高。 长丰牢记让人民生
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做足做实“两直两美”
文章，让群众直接受益、直观感受，
拥有美好家园、美丽笑容。这一年，
全县环境治理成效明显，城乡环境
展露新颜，能源改革有序推进，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擦亮了“长丰底
色”。 社会保障更加有力，社会事
业更加优质，社会治理更加有效，
幸福指数持续攀升，彰显了“长丰
情怀”。 重点改革深入推进，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 法治保障更加有
力，开放发展与时俱进，做大了“长
丰格局”。

阜阳北路高架， 宛若长龙腾
空，15 分钟商圈工作圈生活圈环
绕，北城能级正提速。 合淮公路，
绵延百里绿廊， 一座座集镇连珠
成串，乡村振兴时。 让百万长丰人
民安居三城、乐业五区，享蓝天碧
水，观万家灯火，赏田园美景，行康
庄坦途，长丰正以“5331”空间布局
为战略蓝图，加快村庄“留改拆”，
打通交通大动脉， 加快服务一体
化，推进城市更新更美、乡村宜居
宜业、安置房应安尽安三年计划，
一幅“城市强、乡村美、南北衡”美
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2021 年的奋斗历程， 在长丰
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长
丰跨上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台
阶，赢得了许多过去想赢得而没有
赢得的机遇，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长
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生动
勾勒景美民富的美好愿景，奋力书
写了美好长丰的华丽篇章。

全面做强勇争先 砥砺奋进新征程

未来属于奋进者。
如今， 强县的基础更厚实、富

民的内涵更丰富、善治的成效更彰
显、文明的底色更鲜亮、民生的图景
更精彩。今后五年，是长丰实现新的
更大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市第
十二次党代会对长丰县进行了 “两
新一示范”高点定位，明确长丰县要
努力成为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示范县、
合肥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高地，实
现全域协调发展新突破。

今后五年，长丰县将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和县第十一次党代会、县委十一
届二次全会精神，科学把握新发展
阶段，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 ，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
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统筹
发展和安全，聚力“强县、富民 、善
治 ”，锚定 “两新一示范 ”，全面做
强，奋勇争先，开启高质量发展现
代化建设新征程 ，为合肥实现 “二
五七”美好蓝图作出长丰贡献。

方向已明确、奋斗正当时。 我
们要树立更宽视野更大格局，敢于
破解难题，奋力开创新局 ，瞄准长
三角， 在全国五十强中找坐标，推
动经济社会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上行稳致远。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年。 长丰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比
贡献度、比时效度，争当主力、争创
一流，聚力“强县、富民、善治 ”，锚
定“两新一示范 ”，全面做强 ，奋勇
争先，努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社会大局稳定。

赶考路上勇毅前行，新征程上
再创辉煌。

以“两新一示范”为引领，长丰
聚焦共富裕 ，在 “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示范县”上谱新篇。 坚持用
工业化、市场化思维推动农业现代
化 ，实施乡村振兴 “强产业 、强品
质、强平台”三强引领工程，做大共
同富裕蛋糕。 聚焦“草莓、稻虾、碧
根果、奶业”四大全产业链，大力发
展都市农业、有机农业 、互联网农
业，力争伊利百亿企业 、草莓百亿
产值“双突破”。 全面铺开村庄“留
改拆”，深入实施强村培育计划，推
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聚焦高质量，在 “合肥先进制造业
的新高地”上谱新篇。 坚持“工业立
县、产业强县 ”不动摇 。 推深做实
“链长制”，加快实施先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推动 “三主三
新”产业提质扩量增效。 制定专项
扶持政策，壮大产业链 ，力争产值
新突破。 聚焦全局红，在“全域协调
发展实现新突破”上谱新篇。 坚持
规划先行，突出规划引领作用和刚
性约束。 围绕“5331”发展战略，优
化城乡发展布局，完成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稳步推进全域村庄规划编
制。 打造“首善”县城，壮大“首富”
北城，做强“首业”下塘 ，提升三城
辐射能力，推动“五大片区”五彩缤
纷，加快城乡一体协同发展。 围绕
目标任务 ， 开展科技创新赋能行
动、 工业集群培育行动 、“双招双
引”攻坚行动、项目建设提效行动、
“一区六园”提质行动、城乡融合提
品行动、乡村振兴强基行动 、环境
品质提升行动 、 民生福祉提升行
动、社会治理增效行动等十大专项
行动，真抓实干，勇当先锋。

时代的华章, 在继往开来中书
写; 发展的画卷, 在接续奋斗中铺
展。 只要我们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
汇聚起来，形成心往一处想 、劲往
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凝聚乘势而上
勇争先的奋斗伟力，在新的赶考路
上抢抓机遇、全面做强、奋勇争先，
美好蓝图定会成为精彩现实！

（何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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