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 11
20212021年年 1111月月 2020日日 星期六星期六

冠绝天下的自然风光，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品质卓
越的生态环境，构筑了黄山独特的城市文化高度，赋予这
座城市特有的气质风貌。这里是快节奏现代人的心灵休
憩之地，是望山见水、诗意栖居的全域美丽大花园。

生态优质。全国首个跨省流域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试点获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新安江模式”在全国
10 个流域、15 个省份推开，并升级为新安江—千岛湖生态
保护补偿试验区。全市主要生态指标领先全国，是华东地
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安徽首个零碳会议—2021 新安江绿
色发展论坛暨生态产品博览会在黄山成功召开。

山水优美。黄山是全球首个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
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于一身的风
景名胜区。“全市拥有 A 级景区 53 家、58 处，其中 5A 级 3
家 8 处，4A 级 23 家，绘就了一幅山水人文交相辉映的精彩
画卷。

文化灿烂。黄山是徽文化的发祥地，徽学与藏学、敦
煌学并称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三大地方显学。黄山是全省
唯一拥有文化自然“双世遗”、历史文化“双名城”城市。
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9 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
84 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街名镇名村 22 处，中国传统
村落 271个、居全国地级市前列。

物产丰饶。现有植物 3000 多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
护的 33 种；野生动物 490 多种，其中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
物 28种；已发现并查明的矿产 46种。黄山是中国“十大名
茶”祁门红茶、太平猴魁、黄山毛峰的原产地，也是华东地
区木竹、蚕桑、水果、食用菌、中药材的主产区之一。

小而美、特而精、专而强，黄山以无边界创意赋能产业
发展，把创意创新融入发展全过程。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
本链、人才链、政策链“多链协同”，培育优质高效政务服
务发展生态，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
和汽车电子、新材料和绿色软包装产业，积极发展人工智
能、数字创意、生命健康产业，做特做强绿色食品、徽州古
建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构筑与黄山生态环境相适应、
与徽州文化底蕴相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近年来，成功举办两届黄山发展大会、中国（黄山）新
安医学发展大会、美好安徽·云数字峰会、中国（黄山）徽
派古建发展大会等产业会展，上海城投、上海电力、华为、
阿里巴巴、科大讯飞、光明集团等大强企业纷纷来黄投资，
北京城建东黄山国际小镇、中国银联黄山园区、联合利华
立顿茶叶生产基地、小罐茶黄山运营总部、奥泰医疗东部
基地等重大项目接续落地黄山。“十三五”期间，黄山市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 22.5%，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数年均增长 16.6%，2020 年黄山市全社会 R&D 经费投
入增长 24.1%、居全省第 3位。

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黄 山 正 常 年 份 接 待 游 客 超
74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 660 亿元，入境游客 286.9 万人
次，过夜登记游客突破千万人，全市民宿客栈发展到 2500
余家。今年以来，成功举办“创意黄山·点亮未来”亮相大
上海、中国黄山“迎客松”杯创意创新创业大赛、2021 中外
文化创意产业安徽发展大会暨黄山旅游节、2021 中国（黄
山）民宿发展大会暨英雄联盟城市英雄争霸赛等创意创新
活动，积极发展云旅游、电子竞技、动漫游戏、数字艺术、
网络视听等新型体验，花山世界、新安夜市、四月乡村、潮
趣市集、黄山不夜城等创意新空间人气爆棚，乡村旅游、徽
州民宿、创意设计、摄影写生、研学康养等新业态蓬勃发
展。如今的黄山，山水田园风光更加令人心驰神往，古风

古韵与现代艺术交织辉映，是充满现代气息、创意时尚的
高端现代服务业集聚地。

改革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黄山地处
皖浙赣闽“四省通衢”之地，既是中国最富庶的长三角南翼
门户，又是加速崛起的中部成员，还是“一带一路”万里茶
道的重要节点。

深层次推进重点改革。全面对标学习沪苏浙，持续深
化“放管服”、财税金融、国资国企、土地管理、教育、开发
区、新安江保护管理等体制改革。黄山市不动产登记综合
创新示范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城市信用在全国 261 个地
级市中排名第 32 位，信用体系建设考核连续两年位居安
徽第一。市政务服务中心被评为“全省最佳服务大厅”，进
驻各级政务服务中心事项全部实现“最多跑一次”，全市

“互联网+政务服务”连续三年考核满分。积极开展“微改
革”，推动思想观念、政策举措、制度机制、市场规则等方
面与先发地区等高对接。

全方位加强对外开放。全面融入长三角，主动对接京
津冀、粤港澳。与上海杨浦区、奉贤区和杭州都市圈、江苏
无锡市等重点城市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不断加强与长三角
创意委、新民晚报等合作，一批重点项目和合作事项列入
长三角各专项规划。

积极建设 上 海 湾 谷 斐 迪 园 、杭 黄 绿 色 产 业 园 、杭 黄
“双融双创”产业园等产业合作园区，加快打造全媒体矩
阵“山海之约”，谋划建设皖港澳国际会客厅、宁淮宣黄经
济成长带，“政、校、企、媒、民、智”多领域多层级合作取得
丰硕成果。

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友好
交流城市、友好交流景区 27 个，友好城市活跃度居全省首
位，是全国全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多维度构筑交通枢纽。黄山是全国“50+4”铁路枢纽
和长三角轨道交通重点枢纽。全市拥有国际机场 1 座，
规划城市轻轨 2 条，建成、在建和规划高铁 10 条、高速 10
条，“一港两轨十铁十路”大交通骨架正加速形成，将实现
1 小时通达杭州都市圈、2 小时通达长三角主要城市、5 小
时通达京津冀和粤港澳，建成国家综合运输大通道的重
要节点。

黄山正全力打造区域性综合物流枢纽，积极对接上海
虹桥枢纽，完善黄山至宁波港海铁联运双向通道，推进建
设黄山绿色空铁物流园等重点项目，常态化运营黄山至中
亚茶叶专列，为现代产业发展提供更便捷、更经济、更高效
的物流服务。

黄山具有创意创新、拼搏实干、开放包容、守望相助的
城市品格，是一座富有青春时尚元素、充满现代感的青年
友好型城市，是多元访客、创新人群的活力之都。

这里，青春自由飞扬。坚持用心用情服务人才，谋划
组建市人才发展集团，推动优才卡、招才松、人才公园等系
统集成，构筑人才安家立业全周期“服务套餐”。

推动实施“迎客松”英才计划，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地
谋划建设“科技人才合作中心”，完善“需求清单+人才”定
制模式，推动创意项目、创新构思、创业计划与政策要素有
效对接，常态化开展大学生来黄实习、博士挂职实践等，加
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全面支持
青年人、大学生、新市民来黄山安居乐业，支持新乡贤、新
农人、新徽商来黄山逐梦创业。

这里，干事激情迸发。全面实施“四千工程”，努力打
造黄山崛起赶超的“梦之队”。以创新思维深化体悟实训，
今年以来，先后选派近 800 名干部和企业家赴北京、上海、

杭州、深圳等 16个地市 300余家单位体悟实训。签约项目
80 个、投资总额 150 多亿元。以优质服务推动企业发展，
累计选派干部近千名入驻服务重点企业（项目）近 500 家，
解决企业诉求近 700 个，问题帮办总体满意率近 100%。
以最大诚意广泛招才引智，建立旅外人才库和全市高中优
秀校友库，柔性引进高校博士生 80 名帮助企业开展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合工大等高校院所 13 名优秀人才挂职
市直单位或区县政府副职，27 名清华、浙大博士生来黄开
展社会实践活动并解决技术难题 21 项。以精准帮扶助力
乡村振兴，选派 522 名优秀干部到全市 174 个重点村开展
驻村帮扶，谋划村级产业发展项目 736 个，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事 2600余个。

这里，城乡生活美好。黄山坚持全域景区化建设、精
细 化 管 理 ，形 成“ 中 心 城 区 — 区 县 城 — 景 区（旅 游 度 假
区）—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五大层级精品旅游目的地体
系，实现城有城的品位、镇有镇的特色、村有村的景致。

全面推进城市时尚空间打造，引进更多时尚业态和消
费场景，加快建设三江口城市核心商圈、高铁 CBD 等时尚
地标街区，让徽州文化与时代气息交相辉映、让大美山水
与时尚城市相得益彰。

高标准建设特色小镇，全市 11 个小镇入选安徽省级
特色小镇，6个小镇入选中国特色小镇 50强。

积极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以景区标准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美丽乡村建设走在全
国前列，绘就了烟雨徽州、田园徽州、村落徽州生机勃勃、
交相辉映的美丽图景。历年来，黄山市获评中部最佳投资
城市、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城市、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领军智慧城市等殊荣，成
功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

“创意黄山，美在徽州”。促进共同富裕是为人民谋幸
福的关键点和着力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

聚焦教育强市。坚持教育优先，全面推进基础教育
集团化办学，相继组建屯溪百鸟亭小学教育集团、屯溪六
中教育集团等 26 个基础教育集团。扎实抓好“双减”，在
全省率先实现区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全覆盖。加强智慧
学校建设及应用，实现全市乡村智慧学校全覆盖。积极
打造城市文化空间，布局市民书房，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黄山。

聚焦健康黄山。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成，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覆盖，村卫生室和村医“空白点”动态
清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展老年人数字应用技术等
培训，加快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让家门口的养老服务触
手可及。实施新安医学振兴工程，推进建设新安医学传承
创新中心、传染病医院等重点项目，加快打造长三角乃至
全国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新安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国际医养
康养示范区。

聚焦平安黄山。黄山市已连续 4 次获评全国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优秀市并再捧“长安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纵深推进，群众安全感和对政法工作满意度连续 7
年位居全省前列。“七五”普法顺利完成，获评全省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市。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管理，获评首批安徽省
食品药品安全城市。率先启动城市生命线工程，应急管理
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提升，筑牢城市安全屏障。

“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第三届黄山发展大会以
“创意黄山，智汇未来”为主题，携手四海宾朋走进创意黄
山，领略美在徽州。我们诚邀广大关心支持黄山的朋友来
此休闲观光、投资兴业，共赏大美徽州的韵味深长，共创黄
山发展的美好明天，构筑奋进者共同的精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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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交汇的历史时期，在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安徽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黄山市第七次党代

会胜利闭幕之际，中共黄山市

委、黄山市人民政府举办第三

届黄山发展大会，旨在深入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推进“开放+”，深

耕“科创+”，坚定“旅游+”，全

力构筑高能级、品牌化开放发

展平台，为打造生态型国际化

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城市注入强劲动能。

今日之黄山，已成为“一

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三大战略”

交汇之地，文化、自然、生态、

旅游“四大优势”叠加之地，空

间、经济、生态、文化、美学“五

大价值”聚合之地。抢占新风

口、选准新赛道，倾力打造山

水人文之城、创意创新之城、

开放枢纽之城、青春活力之

城、美丽幸福之城，加快建设

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城市。今年上

半年，黄山市生产总值增速位

居全省第 4位，前三季度地区

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全

省、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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