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黄山了不起

11 我市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歙县获评县级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

生县城

33 我市即将成为省内第二个高速、高铁双“米”字型枢纽

城市。成功创建全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示范城市

河湖长制及河湖管理工作受到国务院表彰，新安江屯

溪段国家级示范河湖建设高分通过水利部验收55
66
77

“生态美超市”做法入选水利部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典

型案例

空气质量在全国 168个重点城市中位居第 4，跻身

中国“绿都”综合评价前四

我市永新股份位居全国绿色软包装行业第一

昌辉汽车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龙头

富田精工自主研发的高速防护口罩专用生产线填补全省

空白

99
我市入选 2020年全国城市营商环境 200强、居第 83位1010

我市荣获“2020中国领军智慧城市”称号

我市成功获批全国 2020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市

我市选手在首届全国技能大

赛中包揽我省 2枚金牌

我市被评为全省法

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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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亿元

700亿元

800亿元

三个台阶

这五年，是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的五年

全市生产总值

相
继
跨
上

这五年，是产业调整力度加
大、转型升级成效明显的五年

由“十二五”末的

10.4∶41.4∶48.2
调整为 8∶35∶57

三次产业结构

这五年，是城乡面貌显著改
善、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的五年

全市建成区面积由

99.41 平方公里扩大到

104.56平方公里

新增城市道路里程

201公里，整治老旧小区

363个，建成各类保障房

（含棚改）19766套

融杭接沪迈出新步伐，政府

服务事项 100%网上可办，在全

国率先开展旅游管理领域相对

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

这五年，是生态保护不断加
强、绿色优势更加凸显的五年

这五年，是改革开放深入实
施、发展活力显著增强的五年

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新安江模式”写入中央《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入选中组部“攻坚克难案例”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82.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保持在 95%以上

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达 100%

这五年，是社会事业繁荣发
展、民计民生显著改善的五年

城市 乡村

26226元 11872元
38675元 18160元提

高
到

年均增长 8.1%和 8.9%

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1年，黄山这样干

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8%

完成生态环保
节能减排年度任务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5%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9%以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9%以上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增长8%以上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增长8.5%以上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控制在3%左右

持续扩大有效投入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抓好 300个以上市级重点项目建设

·力争新开工 100个以上、竣工 70个以上

·完成重点项目投资超 300亿元

突出抓好招商引资
·聚焦文化旅游、绿色食品、数字经济、新材料与

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五大产业

·力争全年引进亿元以上项目 120个
·实际到位内资增长 10%

强化资源要素保障
·加大金融支持，力争新增贷款 120亿元、政策

性融资担保贷款 40亿元

·力争首发上市受理在审企业 3家
·“新三板”挂牌企业 1家，直接融资超 30亿元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深入推进“融杭接沪”

·扎实推动与杭州都市圈城市“1+9+4”战略合

作协议落地见效

·主动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

推动重点领域改革
·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市

场、交通运输、农业、应急管理等领域综合行政执法

体制改革

·加快旅游综合执法全覆盖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深入开展创优提升行动，实施“互联网+营商

环境监测”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着力扩大对外开放
·实施外贸主体培育工程

·组织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制

造业大会等重大经贸活动

·力争全年新增进出口备案企业 80家
·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实施 2.5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创新推出“田园徽州”绿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力争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 170家
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培育壮大、规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增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 15家、家庭农场 120个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50万元以上的集体经

济强村达到 100个

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深入实施“百千工程”，持续建设美丽乡村，抓

好 2020年度 74个省级中心村和 2021年度 30个左

右省级中心村建设、10个 A级景区村庄创建

大力推进“科创+”

加快发展新型工业
·实施“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年”活动，全年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8.5%
·力争通过国家两化融合贯标体系认证企业 4家
·建成省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5个
·实施机器换人项目 100个以上

夯实筑牢园区平台

·引导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力度

·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力争全市开发区经营收入增长 15%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

全面加强科技创新

·全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40家、新入库培育

企业 60家
·备案登记科技型中小企业 100家
·新增省制造业高端品牌企业 3家以上

加快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深入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

·积极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力争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收入增长 45%
·过夜登记游客超 1000万人

传承创新徽州文化

·推进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保护

·新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项
·大力发展古建产业

·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 7%
提升服务业层次水平

·全面提速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建设，力争

新签亿元以上项目 5个
·数字经济产业园在园企业超 30家
·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8%以上

大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突出抓好中心城区建设

·抓好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道路 7条，新建

公共停车场 6个，增设停车泊位 2412个
·确保市区 25%以上面积达到海绵城市标准

·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48个、棚改 600套
加快区县城和特色小镇建设

·抓好区县城建设，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1.2个百

分点

·强化产业支撑，持续推进 26个省、市级特色小镇建

设，力争完成重点项目投资 50亿元

加强城乡规划管理
·构建“大主城区”城市格局，启动行政区划调整基础

工作

·深入开展城市出入口、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城乡结

合部等区域整治，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着力厚植绿色优势

升级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

·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巩固农药集中配送成果，

继续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建设示范片 150个、施用

面积 60万亩

·扎实推进太平湖和阊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 56平方公里

全力抓好松材线虫病防治

·全面落实《黄山市松材线虫病防治条例》，组织开展

环黄山风景区松材线虫病靶向防控行动，分区分层系统

治理、精准防控，打好松材线虫病攻坚战和阻击战，坚决

守护黄山松安全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开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创建年”活动，成功

争创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倡导绿色出行、绿色居

住、绿色消费，加快形成健康文明、绿色低碳的社会风尚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扎实做好民生工作

·确保民生工程继续走在全省前列。实施就业优先

和纾困惠企政策，全年新增城镇就业 1.8万人。

·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和扩面征缴工作，巩固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保障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加强残疾人康复服务和权益保障，深

入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普惠型和互助性养老服务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加大高层次科创团队和人才引进培养力度

·巩固提高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

比，提高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水平

·传承创新发展新安医学

·持续推进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完善信访制度和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

·完善地质灾害防治网格化管理体系

·严防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健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

斗争，力夺“全国平安建设优秀市”、三捧“长安杯”

十四五十四五 锚定新坐标锚定新坐标

·加快打造世界名片

·高水平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

·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奋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加快建设创新型黄山

·加快构建“科创+”体系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全市生产总值超 1400亿元、年均增长 7.5%以上

人均生产总值达 9.2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0亿元、年均增长 5%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670亿元、年均增长 8%

力争到 2025年

人均主要经济指标走在全省前

列，社会生态指标走在全国前列、主

要经济指标增幅快于长三角地区，实

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着力打
造美丽中国先行区

坚持创新驱动、产业支撑 ,着力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融合，着力打
造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

坚持城乡一体、提升能级，着力建
设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 ·全力提升城市发展势能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为本，着力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提升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 ·提升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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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度深化改革 ·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高水平扩大开放

我市 8家茶企入选中国茶企百强

祁门红茶荣获第 105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

览会“特等金奖”

徽州区获全国“十三五”茶业发展十强县

88
22 全年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 5.5%和 7%
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超 6万元、继续位居

全省前列

4 我市 12个集体、38名个人荣获全省抗疫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

1人荣获全国抗疫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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