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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发展剑指“中四角”

针对近期全国大面积的雾霾天气，如

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成为今年全

国两会热议话题。3月 6日，全国人大代

表、合肥市市长张庆军关于这个话题，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经济发

展和环境治理并不是对立的，目前合肥市

提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发展战略，就把

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统一协调起来了，而

近期的“中四角”经济圈提出，使合肥市发

展空间更为广阔。

一直以来，长江中游城市群都以武

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包含武汉城市圈、长

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共 29个城

市的中部经济发展区，又称“中三角”。今年

1月，身为合肥市市长的张庆军在合肥“两

会”上首次提出“中四角”的概念。“安徽、湖

南、湖北、江西四省均已有自己的城市圈，

四省省会连接，正好呈四边形。”这个最早

于 201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西和湖北调研部分

长江中游城市时的提议，正在变为现实。

为了实现这一发展战略，2月初，在合

肥市召开市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议上，合

肥市确定了“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发展

战略，提出未来把合肥打造成“实力之城、

智慧之城、生态之城、创业之城、魅力之城、

幸福之城”，力争成为长江中游“中四角”

中的重要一极。

张庆军说，“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八

个字、四个词，每个字、每个词都有其深刻

的含义。“大湖”既是自然生态的外在展示，

又是人文禀赋的扩展融合。合肥，因水得

名，因水而兴。这也是国内外许多城市能

够发展好的共有特点。大湖名城阐述的就

是“城湖共生”的发展理念、方向和目标。

“创新”既是传统优势的继承发扬，又

是科教资源的厚积薄发。相对而言，科教

优势是合肥最大的优势，“开明开放、求是

创新”是合肥城市精神。

“高地”既是标杆和水准的生动展示，

又是对未来美好愿景的执着追求。经济社

会发展的“高地”，就是能够在更大范围、更

宽领域、更高层次吸引更多战略资源、营造

更优发展环境、拥有更新体制机制、赢得更

好发展先机的“集聚地”。

“名城”既是城市形象的高度凝练，又

是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影响力的强化和提

升。建设“名城”，是合肥在更大范围内、更

高平台上提升核心竞争力、扩大综合影响

力。不仅是量、更是质，不仅是发展能级、更

是综合功能，不仅是发展理念、更是发展模

式的转型跨越、锻造升华。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长张庆军

一说起阜阳，人们自然会想到 1000

万人口大市，盛产麦子的天下粮仓和最

近两年出现的“中国好人”，工业经济到

底咋样，却真的鲜为人知。3 月 7 日，正

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阜阳

市市委书记于勇一再向记者强调，经过

“十一五”期间的调整和发展，阜阳工业

已有了很大起色。2012 年，全市累计完

成规模工业总产值 1027 亿元，同比增长

20.52%；工业增加值完成 283 亿元，同比

增长 17.5亿元，高于全省 1.3 个百分点，

全省排名第八位。

于勇说，由于有 1000 万人口所形成

的内需大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国内

外企业都争着来阜阳投资。随着工商企

业的增加，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提供了较

大的空间，目前已能基本上就地解决就

业。由于在家乡工作，既能照顾到孩子

和老人，还能安心建设家园，因此，很多

农民工认为宁愿在家乡拿 2000 元的工

资，也比在广东挣 5000元强。

于勇表示，阜阳在工业发展上虽然

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面临着工业经济

总量不大、工业投入不足、企业规模偏

小、市场竞争力弱、高耗能产业比重过

大等问题，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研

究解决。2013 年，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

复杂性，给工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压

力，但阜阳市凭借现有的基础和蕴藏的

发展潜力，仍然可以保持工业经济较快

的发展势头。

首先是加强运行调度，强化协调服

务。要求市经信委和有关部门加强监测

分析和要素协调，确保工业经济平稳运

行。加强企业调研。帮助企业协调解决

土地、用工、融资等生产要素难题。

第二是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资金难

题。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化与央企、民

企、皖粤合作，推进银企合作，引导企业

采取票据、债券、信托等方式融资。开展

产业集群“动产”融资。推动尽快成立市

工投公司，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杠杆

作用，为工业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第三是坚持科学管理，加快转型升

级。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改变传统的家长

式、粗放式管理方式，走科学管理、现代

管理之路。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进节

能降耗，狠抓安全生产，推动全市工业

经济转型升级，优化结构，提高整体水

平。

第四是突出扶优扶强，实施骨干带

动。实行领导包点联企制度，主要负责

同志每人联系一个重点企业，总数在

1000家左右，在财政、土地、人员、技术、

服务等方面向八大支柱产业、骨干龙头

企业倾斜，培育千亿元、500 亿元产业和

百亿元、50亿元企业。

全国人大代表、阜阳市市委书记于勇

阜阳谋求工业经济发展

一提到马鞍山市，人们就想到马钢，

认为这是一座钢铁工业城市。如今，经过

多年的转型发展，马鞍山市已成为一个

宜居宜业，全面协调发展的潜力之城。3

月 7日，全国人大代表、马鞍山市市长张

晓麟在谈起该市发展时总是如数家珍，

妙语连篇，让人想往。

马鞍山市位于安徽省东部，它是安

徽省城镇体系规划“双核”之一的中心城

市，也是南京经济圈核心城市，又是长三

角经济协调会的成员，获得过“全国文明

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

城市”等诸多荣誉。张晓麟从三个方面阐

述了马鞍山市的与众不同。

马鞍山是一座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城

市，是全国文明城市，2009年马鞍山市成

为中部地区六个省中首个获此称号的城

市，2011年又再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去

年在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中位居

84个参评地级市第 2名。

马鞍山是一座相对比较发达的城

市。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第一句话，人口

和面积在安徽省是倒数第四、第五，人口

230万，面积 4042平方公里。第二句话，

综合实力在安徽省是顺数第三，合肥、芜

湖、马鞍山。去年 GDP达到 1232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1201亿元，财政收入 21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38亿元。第

三句话，人均部分指标在安徽省 16个市

中是顺数第一，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区划调整前后均列

全省第一，去年年底分别突破 3万元、1

万元。

马鞍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因钢设市、

工业主导，二产比重达 63%，9家上市企

业、10只股票，现已形成钢铁、机械、汽

车、电力、化工、建材、食品、铸造等一批

产业集群。重工业是城市固有的特质，占

工业比重达到 91%，各类加工设备齐全、

产业配套能力较强。

对马鞍山这座工业城市而言，转型

发展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转型发展的前

提还是要加快发展，在今年初的市“两

会”上，马鞍山市提出了今后五年马鞍山

发展的新目标：“全面达小康，总量争三

强，人均居前列”。2013年，确保如期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2017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2

年翻一番，主要经济指标总量力争全面

进入全省三强，人均主要经济指标继续

保持全省前列，达到长三角中等城市水

平。

马鞍山建设潜力之城
全国人大代表、马鞍山市市长张晓麟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按照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放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

效益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3月 7日，全国人大代表、池

州市市长赵馨群，就池州市谋求工业转型升级，加速工业经济

发展进行了阐述。

去年，池州市通过转型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新增规模工

业企业 81户；规模工业增加值 115亿元、增长 18.4%。首位产

业取得重大进展。电子信息产业初步形成以集成电路为核心、

以平板电脑整机制造为牵引，带动电子元器件、终端芯片、

LED集群发展的格局，引进落户项目 53个，总投资 390亿元。

县区主导产业定位进一步清晰，产业集中度逐步提高，集聚发

展态势初显。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40

亿元、增长 23%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50 亿元、增长 16%

以上，专利申请、授权量分别增长 45%、60%。工业帮扶扎实有

效。制定实施 39条企业帮扶政策措施。完成年度主要污染物

减排任务。

在今年池州市地方“两会”上，确立的工业经济发展的主

要目标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6%。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池州市必须突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仍然需要做好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这篇大文章。

赵馨群说，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就是培育“两高一

首”产业，通过推进新兴产业规模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来

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力争全年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50 户以

上。在聚力发展首位产业上，整合资源，集聚要素，加快建设安

芯科技 4英寸晶圆、赛媒迪智能触摸一体机、睿成微电子射频

前端芯片等一批核心技术项目，力争全年引进项目 50 个以

上、完成投资 60亿元以上、实现产值 60亿元以上。

赵馨群认为，工业经济的调整转型，关键还在于创新能

力。为了增强创新驱动能力，启动池州市高新区国家级科技孵

化器建设，加强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建设，培育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 10 家以上，新增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达到全省平均水

平，新建省级技术研发机构 10家以上。同时，要大力实施品牌

创建和标准化建设战略，积极推进电子书包国际标准、智能水

表国家标准制定，争创 5件安徽省著名商标、3个安徽名牌产

品，全年专利申请、授权量分别达到 1600件、900件以上。全年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20%以上。认真实施百户企业技改

提升三年倍增计划，力争完成技改投资 100亿元。

去年，亳州市克服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不利因素影响，

全市经济逆势上扬，后发优势开始显现，主要指标增幅位居全

省前列。3月 6日，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亳州

市市长沈强说，这主要是得益于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沈强指出，2013 年，亳州市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加

快新型工业化进程。把创新驱动作为提高工业化水平的战略

支撑，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进一步实施“125 工业

振兴计划”，力争规模企业达到 700 家、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18%以上。

首先是实施特色产业升级工程。全力打造千亿元现代中

药首位产业，推进修正药业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年内医

药制造业实现产值 140亿元。全力打造 500亿元白酒及农产

品加工业，全面建成古井生态产业园，加快推进古井配套产业

园、雨润食品工业园等重点项目，力争古井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70亿元，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达到 400亿元。全力打造 200亿

元煤电煤化工产业，重点抓好板集 2×100万千瓦坑口电厂等

项目建设。全力打造百亿元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加快江淮安

驰新厂区等项目建设。全力打造百亿元劳动密集型产业，推进

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组装等重点行业集聚发展。培育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实施秸秆发电、垃圾发电项目，促进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

其次是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着力构建技术创新体系，

组织申报省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30 项，新申报认定高新

技术企业 5家，新增生产力促进中心 2 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2

家，完成专利申请 1800件；新增名牌产品 4个、省著名商标 20

件；建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工作站。

再次就是实施园区转型发展工程。加快园区转型升级，确

保 5个省级开发区全年新入园项目 100个以上，市南部新区、

亳芜现代产业园和县、区开发区各新开工建设亿元以上工业项

目 10个，其中 10亿元项目 1个、5亿元项目 2个。继续抓好全

市 31个乡镇工业功能区建设，力争新增规模企业 60家以上。

沈强表示，亳州工业仍然离不开投资拉动效应，因此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将是工业发展的主要推手。今年，将通过深入

开展“招商引资攻坚年”、“项目建设攻坚年”活动，发展外向型

经济，增强发展后劲。

全国人大代表、亳州市市长沈强

亳州加速
新型工业化推进

全国人大代表、池州市市长赵馨群

池州谋求
工业转型升级

位于皖南的宣城市县域经济发展有

很多值得可圈可点的地方，涌现出了令人

瞩目的“宁国特色”、“广德速度”和“郎溪

现象”。3月 7日，全国人大代表、宣城市市

长韩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县域之间的

竞争，关键在于拼特色。加快县域经济发

展必须走特色经济之路。产业优势发展、

城市美丽建设、生态持续健康就是宣城市

县域经济的优势特色。

韩军说，县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工业经

济的支撑，而宣城工业经济的着力点关键

在承接产业转移和工业转型升级同步推

进。目前，宣城市 13个省级以上经济技术

开发区建成区面积超过 100平方公里，全

市近 5 年累计到位省外资金 3000 多亿

元，实际利用外资超过 12.4亿美元。连续

三年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考核中名列前三。

韩军认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美好乡村

建设的成效如何是县域经济发展好坏的

标志。在发展现代农业上，宣城市坚持以

工业理念抓农业，连续两届被评为全省

农业产业化先进市。建立国家级农业产

业化示范园区 1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

区 1 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6

户，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

规范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均居全省首

位。着力建设“家禽强市”，产业集群初步

形成，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种禽生产和

肉禽加工基地。加速发展休闲农业，建成

农业休闲园区和乡村旅游观光示范点

702 个，宁国、绩溪被认定为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积极推进美好乡

村建设，大力实施“百村十镇示范工程”

和“6611”行动计划，稳步推进村庄整治

和清洁工程，美好乡村建设绩效考核位

居安徽省前列，实现了村村通水泥（沥

青）路。光纤通信线路、宽带数据网覆盖

所有乡镇和行政村。广播、电视综合覆盖

率达到 97%以上。

在谈到县域经济与工业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相关问题时，韩军建

议，“县域经济发展不仅是区域的事，涉及

全局，建议国务院把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

城镇化、美丽中国一起研究，实现县域经

济和城镇化发展的同频同振。”

县域经济贵在特色优势
全国人大代表、宣城市市长韩军

安徽党政代表话发展

张庆军

于勇

张晓麟

韩军

赵馨群

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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