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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全国人大代表、滁州市市长张祥安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党的十八大和此次人代会，都明确提

出了“四化同步”的发展要求，滁州作为“大包干”的发

源地，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地区，在加速农业现代化进

程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张祥安说，近年来，可以说“三农”工作位置日显，

投入最多、办事最力、成效最大、反映最好、群众最满

意。农业现代化既有生产技术、生产能力、生产能力的

现代化，也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现代化。在具体工

作中，滁州市主要是推进“五化”方略。

一是规模化。主要通过土地流转，培育种养大户、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通过建立专业合作、股份合作

等各类合作组织等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全

市土地流转面积近 200万亩，占耕地面积 20%；已有专

业合作社 2700家；规模养殖比重达 70%以上。以“大包

干”闻名的小岗村，已流转土地 8000 亩，占全村耕地

42%；“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家 35 亩土地，已流转 34

亩。流转，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规

模效益，流转双方均得到了实惠。

二是科技化。主要是推广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

配合，健全科技服务体系。通过加强农机站、畜牧站、水

产站、林业站建设，开展科技下乡，实施农民技能培训

等，提高科学种养水平。特别是加强与科研院校的合

作，通过技术进步，标准制定等措施，减少农药化肥的

使用，严控土壤水体污染，从源头把好食品质量安全

关。

三是设施化。在水利设施建设中，实施了淮河、滁

河治理，对 600多座水库实施了除险加固，建设高标准

农田 200多亩。已有农机总动力 640万千瓦，主要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78%。新上了一些设施农

业项目。

四是市场化。主要是正确处理好市场这只手与政

府这只手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多种适销对路的产

品；强化市场衔接，减少中间环节和物流成本。

五是产业化。大力发展产加销一条龙，“龙头 + 基

地 +农户”的龙形经济，着力培育和引进产业化龙头企

业。滁州现有各类龙头企业 546家，其中省级以上 63

家。

3月 10日，全国人大代表、淮南市委书

记方西屏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淮南市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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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

效益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方西屏说，淮南，以煤立市，享有“五彩

之城”之誉，是黑色煤炭的富集地、红色火

电的输出地、白色豆腐的发源地、蓝色生命

的起源地、绿色生态的宜居地，煤炭远景储

量 500亿吨，占安徽省的 71%，已建成全国

首个“亿吨级”煤电基地，据测算，淮南输出

电量增长 10个百分点, 带动江浙沪三省市

GDP增长近 1个百分点。下一步，淮南将在

原有发展基础上，继续做好资源性城市转

型发展的探索和实践。

方西屏认为，淮南需要坚定地走产业

转型的新路子。一是煤产业方面“立足煤、

延伸煤”。坚持稳增原煤、拓展煤电、突破煤

化，要推进煤炭高效开采、安全开采，2015

年形成 1.5亿吨煤生产规模。要推进煤电

一体化 , 2020 年形成 2000 万千瓦装机容

量，再造一个火力三峡。要推进煤化一体

化，依托拥有的“三大核心技术”（煤制油

项目、煤制烯烃项目、煤制乙二醇项目），

推进在建的“三大支撑项目”（煤化一体化

项目、煤制天然气项目、煤化工项目）,形成

3000 亿元全产业链规模。届时煤电一体

化、煤化一体化可就地消化原煤 7300 万

吨，增加产品附加值 1600 亿元，增值 4 倍

左右。二是非煤产业方面“不唯煤、超越

煤”。坚持扩张总量、提升份额、多元并举，

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型光伏太阳

能、煤基新材料、矿山重型装载设备制造

等 8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2015 年非煤电产

业占 GDP 比重超过 60%，战略性新兴产

业占 GDP 比重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三是

转型动力方面，重点推进 6 个“国字号”的

产学研基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如：国家

煤炭工程技术研究院、国家煤化工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和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建立产学研基地

等），为转型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全国人大代表、淮南市委书记方西屏

淮南立足禀赋加速城市转型

3月 10日，全国人大代表、宿州市市长张曙光就宿

州整体承接产业转移，打造产城一体新优势的具体做

法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张曙光表示，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皖北地区发展

相对滞后，中央和地方对皖北发展一直十分重视和关

注，力促将皖北地区纳入中原经济区规划，省里及时出

台了“双 10条”、南北合作共建等一揽子支持皖北振兴

的政策，含金量很高，操作性很强，皖北地区干部群众

深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

政策方面，宿州市及时出台了“1＋5”产业扶持政

策，优先保障主导产业发展，确保就业人员招得来、留

得住、发展好。服务方面，对重大项目，实行领导帮扶

制，做到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对

项目行政审批，实行“四个一工程”，即“一门进、一费

清、一章结、一人包”。环境方面，深入开展机关效能建

设，着力整治“懒慢推、假冷脏”行为，确保外来企业安

心投资、舒心生活、放心发展。

张曙光说，这些实践，有效推动了宿州的经济社会

发展，进入“十二五”后，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始终保

持在全省先进位次。2011年，首次荣获省政府目标管理

考核先进单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12年，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12.5%，增速居全省第 8 位；财政收入增长

29.6%，增速居全省第 2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8%，增速居全省第 4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7.8%，增

速居全省第 7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6.3%，增

幅居全省第 8位。

为了皖北地区更好地发展，张曙光提出了四点建

议。一是希望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包括皖北地区在内的

中原经济区，加快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希望在

国家层面能够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支持中原经济区开

展金融改革、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三是希望在

“两不牺牲、两个确保”的前提下，允许皖北地区各市在

用地改革上先行先试，特别是以“先占后补”提供周转

用地的做法能够在皖北地区得到执行。四是希望将“引

江济淮”、“淮水北调”工程上升到国家层面，从根本上

解决制约皖北地区发展的水资源瓶颈问题。五是希望

国家支持皖北地区大力开展职业教育，为承接产业转

移提供更多的人力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滁州市市长张祥安

“五化”力推
滁州农业产业化

全国人大代表、宿州市市长张曙光

承接产业
振兴皖北经济

本报记者 吴明张晓梅张骅

本报记者 张骅 张晓梅

本报记者 张晓梅张骅

金融要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特别

需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服

务业等行业的支持。3月 10日，全国人大

代表，安徽银监局局长、党委书记陈琼说，

要充分发挥信贷引擎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

用，着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合理资金需要。

陈琼说，“861”行动计划是安徽省委、

省政府确立实施的以大型项目建设为主体

的战略举措，计划涵盖了对安徽发展具有

支撑作用的八大重点产业基地和六大基础

工程。在资金投入上，安徽省金融系统给予

了倾力支持。2012年，全省银行业金融机

构新增支持“861”行动计划项目 401个，当

年累计发放贷款 1192.94亿元，同比增加

323.94亿元，增幅 37.28%。截至 2012年末，

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861”行动计划项目

贷款余额 2785.49亿元，同比增加 478.05

亿元，增幅 20.72%。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公

司的“合肥市化工企业搬迁改造暨中盐化

工基地”项目被列为省内九大产业振兴规

划重点工程，徽商银行为其子项目“新建

10万吨 /年清洁工艺保险粉项目”提供了

2亿元固定资产贷款支持。

为了支持皖北实体经济发展，保证安

徽省振兴皖北战略顺利实施，2012年，安

徽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皖北振兴项目

1030个，当年累计发放贷款 1097.91亿元，

同比增加 220.12亿元，增幅 25.08%。截至

2012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皖北振兴

项目贷款余额 1540.02 亿元，同比增加

220.77亿元，增幅 16.73%。

陈琼表示，创新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核

心，安徽省金融机构通过支持合芜蚌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2012

年，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合芜蚌自主

创新示范区项目 2286个，当年累计发放

贷款 2156.68 亿元，同比增加 798.99 亿

元，增幅 57.21%。截至 2012年年末，全省

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

项目贷款余额 3073.21 亿元，同比增加

418.7亿元，增幅 15.77%。2012年，国开行

安徽省分行与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

区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签署《支持合

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开发性金

融合作协议》，约定在“十二五”期间实现

融资总量 500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银监局局长、党委书记陈琼

金融要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张晓梅 张骅

这次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安庆市

委书记虞爱华递交了《关于调整成品油价

格和税费改革新增税收收入分配政策》的

建议，建议认为有必要对成品油价格和税

费改革中新增税收收入的分配政策进行调

整。

虞爱华从三个方进行了阐述。第一，将

有关地方税划转中央与现行政策不符。新

增成品油消费税连同由此相应增加的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全部划

归中央收入，与现行政策有矛盾。

第二，中央财政挤占地方财政资金。中

央财政按消费税一定比例（3.6%）上划增值

税地方分成部分，减少了地方可用财力，影

响了地方财政预算平衡。按现行政策，如果

成品油企业当年入库的增值税较少而消费

税较大，就会出现中央财政挤占地方财政

库款的现象，导致地方财力倒补中央财政。

第三，地方投入得不到相应回报。安庆

为欠发达地区，理应得到中央财政更多的

转移支付，但事实上安庆为企业发展投入

巨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甚至出现地

方财政倒补中央财政现象。初步测算，安庆

市为安庆石化发展公共配套的总成本在

260亿元以上。按现行分配体制计算，安庆

石化实现最大产能每年对地方的财政贡献

也只有 5 亿元，地方需要 50 年才能消化巨

大的投入和损失。

为此，虞爱华认为，有必要对成品油价格

和税费改革中新增税收收入的分配政策进

行调整。建议修改《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

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2008〕37

号）、《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有

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预〔2008〕479

号）及《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有

关预算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财预〔2009〕

82号）等文件，按照现行税收政策和分税制

财政体制，调整因新增成品油消费税而相

应增加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

费附加上划中央财政的分配政策，保证新

增的增值税实行中央与地方 75:25分成，城

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全部归地方财

政。

全国人大代表、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

建议调整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
和新增税收分配政策
本报记者 张晓梅 吴明 张骅

3月 11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经信
化党组书记牛弩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安徽要加快实现小康目标，实现经济强省，

就要始终坚持工业强省战略不动摇，坚持

走新型工业化之路。

牛弩韬表示，安徽省目前还处在工业

化中期阶段，现在工业化率 46.3%。去年和
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中部第一位、全国第

三位。安徽要全面实现小康，就必须坚定不

移推进两化融合，创新驱动“工业强省，创

业富民，四化共步”发展战略。

牛弩韬指出，安徽省要实现工业强省，

首先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专、做精，安徽

省现在有大大小小，包括民营企业达 30万
户。2012年一年时间，增加了近 4万户，目
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 13000户，去年增
加了 2200户。安徽经济能有今天这样的局
面，主要得益于企业个数增加。

牛弩韬认为，安徽与江浙相比，超百

亿元大企业并不少，去年工业企业超百亿

元的有 20 户，10 亿元以上有 381 户，1 亿
元以上有 5012 户。安徽省与江浙的差距
主要是规模以上企业的个数，大约相差

10 倍以上。“全民创业，创业富民”，就是
要增加规模以上企业个数，这就像打仗一

样，需要有规模集团军。如果全省一年增

加规模以上企业 3000—5000 户，亿元以
上企业 1500户，10亿元企业 100 户，百亿

元企业 2—3 户，安徽工业，包括就业、税
收、消费和服务业的发展都会迎刃而解。

全民奔小康重点要抓住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牛弩韬强调，企业解决了有，解决了

大，还要解决强的问题，怎样才能做到强

呢？节约资源，调整结构，走两化融合，创

新驱动之路。只有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

新，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走工业化和信

息化融合之路，才能使企业做大、做强、做

专。安徽省计划每年增加国家技术中心 10
户以上，省级技术中心 120 户以上，让六
大主导产业创新型企业提高到 80%左右，
那样安徽“工业强省”战略才会真正落到

实处。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经信化党组书记牛弩韬

安徽仍要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战略
本报记者 吴明 张晓梅 张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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