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址：http://www.黄山在线 .com www.huangshannews.cn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16 邮发代号：25-25 第 期12145

星期三

戊戌年九月三十

7
2018年 11月

本报讯 记 者 胡 利 龙 报 道 11
月 5 日至 10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在上海举行。我市组织了由 115
家企业、45家行政机关、4家事业单位
组成的交易团 380余人参加。市长孔
晓宏、副市长李高峰率队。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
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
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
的重大举措。首届进博会以“新时代，
共享未来”为主题，包括国家贸易投资
综合展、企业商业展和虹桥国际经贸
论坛。其中，国家展共有 82个国家、3
个国际组织设立 71个展台，展览面积
约 3 万平方米，各参展国将充分展示
国家形象、经贸发展成就和特色优势
产品。企业展分 7 个展区、展览面积
27 万平方米，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 3000家企业参展，展出质量优
良、各具特色的产品。

首届进博会期间，我市交易团紧
扣自身需求，借助进博会的平台，积极
深入地开展观展洽谈、采购签约、宣传
推广等活动，促进交流合作，展示良好
形象。6 日上午，我市重点参加了进
博会“安徽省进口需求发布暨合作交
流恳谈会”，在会上签约三个项目，分
别是：黄山东海景区开发有限公司采
购奥地利多贝玛亚索道有限公司索道
设备，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意
大 利 博 斯 特 包 装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Bobst Italia SpA （Piacenza）］高
速复合机，黄山佳信工贸有限公司采
购韩国锦湖公司双酚 A，合计拟签约
进口金额达 4466 万美元，居全省第 7
位。

改革开放 40 年，黄山交通精彩展
现。

高速公路穿群山、越沟壑、跨平川，
在青山绿水间蜿蜒迭起；

国省道、县道、乡道、农村公路密织
成网，串连起城市乡村，致富之路在脚
下延伸；

高铁在铁轨上飞驰，满载速度和激
情，黄山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无限；

飞机越过黄山之巅，掠过新安江两
岸，举“翼”助推经济腾飞。

陆空纵横，四通八达，优美的线条
在徽州大地上交织成网。黄山，跨入大
交通时代。

“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再行
六七里，八九十人推。”“雨天一身泥，晴
天一身灰。”这是黄山市改革开放前交
通运输情况的真实写照。据统计，1978
年徽州地区共有公路 2118公里，其中通
车公路仅有 865 公里，年客运总量不足
500 万人次。黄山风景区对外只有 5 条
班线，年客运量仅 3万人次左右，且公路
等级低、路况差、行车难。

“39 年前，邓小平来黄山的时候是
乘坐专列到达芜湖的繁昌站然后换乘
汽车到黄山的。一路风尘颠簸，240 公
里的路程足足耗了 6个半小时。”黄山风
景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程光华
告诉记者，交通不畅成为当年黄山旅游
发展的掣肘。

40 年来，我市大打交通翻身仗，有
力地推动了全市交通运输事业的快速
发展。截至 2017年底，我市公路总里程
达到 7077 公里，公路密度 72.2 公里/百

平方公里，全市所有乡镇和行政村实现
通沥青、水泥路。

2004 年 ，黄 山 市 第 一 条 高 速 公 路
——徽杭高速黄山段建成通车，这是对
小平同志“将来要能开快车”嘱托的一
份重要答卷。

徽杭高速全长 123 公里，连接着黄
山与杭州两个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使

黄山到杭州的行车时间由原来六个小
时缩短至两个半小时。徽杭高速改善
了黄山的交通“瓶颈”现象，拉近了与东
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距离，载着古老
的徽州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

接着是合铜黄、黄塔桃、绩黄、黄祁
……全市高速通车里程 352 公里、居全
省第 6位，其中国家高速公路 250公里、
省级高速公路 102 公里，高速公路密度
3.59公里/百平方公里，达到长三角发达
地区平均水平。目前，在建高速公路 1
条，芜黄高速公路 2017年开工。拟建高
速公路 3条，黄千、德上高速公路力争今

年开工建设，黄山市北外环高速公路正
在开展前期工作。

高速公路辐射网的形成，为加快推
动城镇化建设进程，有效促进区域产业
集群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旅游业
发展和多种产业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强
的交通运输保障。

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公路就是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改革开放前，
我市农村公路全市通车里程不足 1000
公里，大多数农村公路泥泞难行。现如
今，一条条整洁平坦的公路让农民兄弟
出门有路、抬脚上车。 （下转第二版）

黄山，跨入大交通时代
□本报记者 孙冯燕

我市组团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人大常委
会了解到，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
代表提出建议共 165件（含会后提出的
1件），目前 165件建议已全部办结并答
复提议代表。代表建议答复见面率达
99%，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 100％。

据了解，165 件人大代表建议内
容涉及公共财政、城乡建设、交通设
施、旅游发展、环境保护、农业农村、科
教文卫、社会管理等领域，反映了全市
人民的期待和愿望。其中，162 件交
市人民政府办理，1 件交由市中级人
民法院办理，2 件分别转交市委组织
部和市纪检委办理。经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研究，将有关促进我市工业
经济发展、防范民间融资风险等 4 个
方面 11 件建议作为主任会议重点督

办件办理。目前，市七届人大一次会
议 165件建议已全部办结并答复提议
代表。代表们对建议的办理和落实情
况表示满意。

市人大常委会对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高度重视，主任会议专门听取代表
建议交办安排意见，提出工作要求；常
委会领导带领相关机构，结合视察、执
法检查和调研活动，着力加强对代表
建议特别是重点督办件办理工作的督
查督办；常委会人大代表联络室等机
构 认 真 履 行 职 责 ，做 好 相 关 具 体 工
作。根据市人大常委会要求，市政府
及其他各承办单位将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注重转变工作
作风，改进办理方式，有效提高了办理
效率和质量。 ·袁玉灵·

165件市人大代表建议已全部办结
建议答复见面率达99% 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100％

新华社珠海11月 6日电 第十二
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于 6 日在
珠海国际航展中心开幕。国家主席习
近平致信，向航展的举办致以热烈的
祝贺，向出席航展的各国代表、企业家
等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人类自古
就对广袤无垠的天空充满向往，中华

民族世代传递着飞天的梦想。19世纪
以来，世界航空航天科技取得了巨大
成就，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面
向未来，航空航天科技发展必将为人
类带来更多福祉。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同
世界各国一道，推动航空航天科技发
展。经过 20 多年努力，中国国际航空

航天博览会成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
空航天类专业展会之一，为推动世界
航空航天科技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相信本届航展必将有力促进世界航空
航天科技发展，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为
世界各国人民共享航空航天技术发展
成果作出贡献。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十二届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开幕强调
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为世界各国人民
共享航空航天技术发展成果作出贡献

本报讯 走进休宁县月潭水库库
区，金宁、阳金等多条道路正进行水稳
层及路面沥青摊铺，陈霞集镇、金村、东
充安置点房屋基础及室外附属工程正
在扫尾。聚焦休宁经济开发区，投资
1.08亿元的“大十字架”石门路、燕窝路
正加紧建设。在城区，城市品质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战鼓声声，万松路、率水路
等重点城建项目不断提速。在乡镇，全
市农村污水治理 PPP 项目一期首批建
设的溪口镇污水处理厂项目已完成主
管网铺设。时值深秋，尽管天气渐凉，
但放眼休宁大地，却到处是一派热火朝
天的冲刺景象。

而这些，正是当下休宁县打赢“大
干 60天、冲刺年目标”这场攻坚战的一
个个缩影。

“大干 60天、冲刺年目标”，关键在
于落实。该县始终把项目作为高质量
发展的“生命线”，扎实开展“项目建设
攻坚年”活动，着力破解规划、土地、资
金、人才等要素制约。目前，歙黟一级
公路、205 国道改造、马金岭风电场等
165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8.76 亿元。

而对于未达到时序进度的项目，县领导
亲自督战、分类指导，组织各责任单位
督导项目建设单位倒排工期、全力攻
坚。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赴云南昆
明、广西南宁、广东深圳、江苏扬州等地
招商，3支招商小分队常年在长三角等
地驻点招商。该县全面创优“四最”营
商环境，强化领导招商、以商招商、小分
队招商、产业招商，实现招商引资再上
新台阶；目前，蓝城雁里小镇、篮球小镇
等 62 个项目顺利签约，到位资金 12.38
亿元，其中新签亿元项目 19 个。该县
还持续跟踪服务重点招商项目，力促科
瑞新电气等重大签约项目开工建设，力
争全年引进内资 33 亿元，引进外商直
接投资 950万元。

该县围绕泉水鱼为主导的“两茶一
花一鱼”等绿色产业，加大新型经营主
体培育力度，成功争创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新增国家绿色食品标志产品 2
个，年内力争新增 20 家家庭农场、1 家
省级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

（下转第二版）

歙县

冲刺四季度 确保全年红
本报讯 进入四季度，歙县全力

推进项目攻坚，全力促进产业升级，
全力优化城乡面貌，全力改善民计民
生，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

市重点工程省道 324 线歙县金
山至县城公路改建工程今年 4 月开
工以来，在施工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目前路基、桥梁、隧道等工程稳步推
进，已完成投资 6500万元，占总投资
的 26%，完成挖方量 70万方，占总量
的 50%。预计到今年年底，路基土石
方基本成型，隧道右洞单幅贯通。四
季度，歙县全力推进黄杭高铁地方配
套工程、黄千高速等重点项目建设，确
保全年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98亿元以
上，力争全年引进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30个，新签项目到位内资增长 10%。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工业生产也
快马加鞭。最近一段时间，位于歙县
经济开发区的黄山盛锐精工机械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也是一派繁忙
的生产景象，机械设备正开足马力赶
订单，其中，部分型号的生产设备 24
小时满负荷运转。目前公司的订单

已经排到年底，产品主要发往浙江、
上海、重庆等地。预计到今年年底，
公司将完成销售收入 1 亿元。歙县
将紧紧围绕“新型工业化”这一主线，
抓技改促存量，抓招商促增量，抓科
技促质量，常态化推进“四送一服”双
千工程，促进六稳政策措施落实，出
台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实施意见，
大力推进众泰汽车电子零部件项目、
军民融合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进
程，力争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10%，实现工业投资增长 8%，工业税
收增长 10%。

下一步，歙县将对照全年目标任
务，细化冲刺“任务书”和“时间表”，
对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和研
判，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调度和攻
坚，以重点项目“百日攻坚”大会战为
抓手，加快三次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统筹推进三大攻坚、创城创卫、新安
江百里大画廊建设等工作，以更加坚
定的决心，下更大的气力，攻坚克难、
真抓实干，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
目标任务。 ·吴 灿·

休宁

大干 60天 冲刺年目标

笔者昨日从徽州区旅委获悉，
“2018长三角慢生活旅游峰会暨第
二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目的地联盟
峰会”将于 11月 9-10日在徽州区
举行。这也是该峰会首度在安徽省
举办，意味着我省在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新进展。

据了解，此次峰会以“旅游，让
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邀请文旅专

家、学者和长三角各地与会代表围
绕“全域旅游”如何打造；如何巧借

“旅游+”，构筑大旅游产业体系；
如何构筑完善的“慢生活”体验系
统，让游客在旅途中充分体验“美
好生活”的多维度享受等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交流，引导和促进长三
角各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李静雯 程薛华·

长三角慢生活旅游峰会将在徽州区举办

日前，由市财
政局牵头，各级财
政、人社、卫计、税
务部门密切配合
的预决算考评工
作名列全省第一，

荣获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绩效评价
一等奖，创历史最好成绩。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社会保险基金

预决算绩效评价工作，坚持“统筹兼顾、收
支平衡”总体原则，规范社保基金预算编
制方法，提升编制水平，提高社保基金预
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及时分
解下达编报任务、强化预算管理、严格绩
效评价，各项基金全面实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做到专款专用，杜绝挤占、挪用基金
等违规违纪现象发生，确保基金安全平稳
有效运行。 ·殷元元 胡传稳·

我市荣获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绩效评价一等奖

本报讯 今年以来，黄山区不断
深化旅游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旅游
项目建设，创新开展旅游市场营销，以
全域旅游“品质革命”助力实现绿色崛
起，全区旅游产业持续保持较快增长
态势。今年 1-10月份，全区共接待境
内 外 游 客 103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0.8%，旅游总收入 81.5 亿元，同比增
长 12.5%。

为夯实全域旅游发展基础，今年
该区继续加大旅游项目建设，全区列
入省市区重点建设的旅游项目 35个，
总投资 337.99 亿元。其中总投资在 5
亿元以上的项目有 13个，东黄山国际
小镇市政基础设施、太平湖创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 2个项目列入省级重点
旅游项目。截至 9 月底，重点旅游项
目已完成投资 30.28亿元，占全年投资
计划的 66.58％。

风 景 道 建 设 全 面 启 动 。 醉 美

218、环太平湖、经典 205、名山秀水等
四条旅游风景道开始建设，以国省道、
县道为骨架，有机串联景区景点景观、
田园茶园果园、古城古镇古村；以“旅
游+”为导向，整合全域旅游资源，打
造旅游新产品新业态。今年，重点抓
好风景道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旅游风景道交通标识牌 24块
已建成，沿线 5 个“一体四中心”旅游
咨询服务点正在加快建设，与邮政部
门合作在焦村郭村、谭家桥东黄山度
假区设立“徽邮驿站”，为游客提供旅
游 咨 询 服 务 和 邮 政 物 流 服 务 ，醉 美
218 和环太平湖风景道沿线观景台、
摄影点建设有序进行。同时，加快精
品景区提质升级，黄山旅游通过股权
收购方式进入黄山太平湖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景区转型升级、创意策划有条
不紊，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翻倍增长。

（下转第二版）

深化供给侧改革 创新市场营销

黄山区推进全域旅游“品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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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九三学社安徽省委、九三学社黄山市委组织上海
医疗专家团在黄山首康医院为市民免费义诊。当天共有 370多名市民接受专家团
队的医疗诊治，专家们的专业技术和周到的医疗服务受到市民好评。刘 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