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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吳存榮此間表示，今年將推進投融資體制機制創新，創
造一流投資發展環境，引進境內外金融機構落戶布點、建設後台服務中心，推動合肥建設區域性金融中
心。按計劃，合肥年內力爭直接融資400億元（人民幣，下同），用於城市建設和產業發展。

本報記者 秦炳煜 柏永

「目前，合肥正站在一個新起點上。未來合肥將是區域性金融中
心。」近日與安徽省30餘家金融機構老總座談時，吳存榮對合肥金融業發
展非常樂觀。他說，按照安徽省第九次黨代會的定位，合肥致力於打造長
三角地區繼滬寧杭之後的現代化新興中心城市和在全國有較大影響力的區
域性特大城市。

金融業按年增值近180億
「安徽省將來有7000多萬人口，這樣的規模在歐洲差不多是最大的國

家之一。歐洲國家現在有多少金融機構、是多大的金融規模？我們再發展
20－30年，就能達到那樣的水平。」吳存榮分析稱， 「而合肥作為一個快
速發展的省會城市，金融業發展的前景格外看好。」

合肥市金融辦提供的數據顯示，2011 年，合肥市金融業實現增加值
179.6億元，佔GDP比重5%，佔據服務業12.6%。目前，合肥共有29家上
市公司，佔安徽省37%，另有7家企業在會待審，8家企業在安徽證監局輔
導備案，上市後備資源企業達100家。

值得一提的是，合肥去年推進金融改革創新，與國家開發銀行等開展
全方位戰略合作，規範融資性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發展，新增金融機

構本外幣各項貸款 800 億元以上。 「全市今年計劃新增貸款 1200 億，其
中，直接融資400億。」

引入境外人民幣投資基金
鑒於此，合肥將積極推進與大型金融機構的全面戰略合作，加大外國

政府及世行、亞行等優惠貸款爭取力度，探索引入境外人民幣投資基金。
啟動土地儲備中心、整治中心等新平台融資。實施 「百家上市公司工
程」，力爭新增上市企業10家。

近年來，合肥相繼吸引了一批境內外金融機構落戶布點，包括東亞銀
行、滙豐銀行等。 「去年就有杭州銀行合肥分行、東莞銀行合肥分行等 4
家銀行開業，12家證券期貨公司布點，今年則有望引進三菱、瑞穗等日資
銀行落戶布點。」

優化環境承諾「有求必應」
「目前，合肥也特別關注各大金融機構新增的分支機構、區域性總部

的去向，我們將創造最優的環境、服務和支持！」據介紹，合肥濱湖國際
金融後台服務基地目前已入駐12家金融單位，包括平安集團、交通銀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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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總部級後台服務中心。
「現在的投資政策是 『你有我有大家有』，高度同質化；但各地投資

環境和人文環境還是有很多差距。」吳存榮續稱， 「合肥將繼續創造一流
的投資環境，全方位給大家做好服務，在政策和法律許可範圍內，一定是
『有求必應』。」

【本報記者秦炳煜、柏永北京
報道】安徽省旅遊經濟2011年發展
勢頭強勁，主要指標高速增長，在
全國的排名全面進位。日前，安徽
省旅遊局局長胡學凡接受大公報專
訪時表示，致力於把旅遊業加速培
育成為安徽省重要的支柱產業。當
前，安徽方面正在穩步推進為期三
年的旅遊業改革試點。

去年，安徽省國內旅遊收入和旅遊總收
入增幅均居於全國首位，入境旅遊收入和國
內遊客接待量增幅均為全國第二，入境遊客
接待量增幅全國第三。特別值得關注的是，
除入境遊客接待量（262.8萬人次）繼續排名
中部第一、全國第十二名外，其他四項指標
在全國均實現位次前移。

入境遊客料增至500萬人次
「安徽旅遊正處在黃金發展戰略機遇

期，改革是必由之路，也是增強內生動力的
根本途徑。」胡學凡稱，如今安徽旅遊仍存
有諸多不足，包括管理體制不順、產業融合
度不高、缺乏叫得響的企業等。今年，安徽
旅遊業將繼續推進改革創新力爭提質增效、
穩中求進。

1 月 16 日，安徽省政府辦公廳發出《關
於推進旅遊業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標誌
着為期三年的旅遊業改革試點工作正式啟
動。按規劃，力爭到2015年，安徽實現全省
接待入境遊客達到 500 萬人次、國內遊客達
到 4 億人次，旅遊總收入達到 3000 億元以
上。

本次改革試點包括綜合改革試點和專項
改革試點兩部分。綜合改革試點地區涵蓋皖
南國際旅遊文化示範區和合肥、蕪湖、亳州
三市，主要試點探索構建大旅遊協調服務體
制，支持試點地區在旅遊行政管理體制和旅
遊市場聯合執法管理體制改革，推動重點項
目建設和各項旅遊創建工作等方面先行先
試，努力創新旅遊發展的新模式。

專項改革試點則包括七個方面內容，即
行政管理改革專項試點、旅遊資源整合利用
改革試點、旅遊景區改革試點、旅遊投融資
工作改革試點、旅遊企業改革試點以及旅遊
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改革試點。

重點支持兩企業上市融資
其中，旅遊企業改革試點方面，安徽省

積極支持安徽省旅遊集團公司加快建立現代
企業制度，爭取在2014年實現旅遊主業首發
上市。

「目前，安徽省旅遊企業上市主要是兩
條腿走路，一是依靠政府投入引導，二是登
陸創業板融資。」胡學凡續稱，安徽省將推
廣蕪湖和淮南兩市旅遊投資公司經驗，沿用
黃山旅遊股份發展有限公司平台，並繼續支
持九華山上市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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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柏永北京報道】隨着動漫創意、文化
旅遊等新業態的強勢崛起，蕪湖高姿態領跑安徽文化
產業發展。據統計，2011年，蕪湖新增文化創意企
業20家，方特歡樂世界、夢幻王國共接待遊客365
萬人次，增長74.3%。全國人大代表、蕪湖市委書記
高登榜此前表示，要發掘創新文化等優勢資源，做深
做透文化課題，加快建設文化強市。

創新文化融入城市血脈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體

現。蕪湖是一座歷史文化悠久的開放創新之城，具有
包容開放的文化特質。近年來，蕪湖市主動強化文化

自覺和文化自信，着力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形成獨
具特色的創新文化，即崇尚創新、寬容失敗、支持冒
險、鼓勵冒尖」。

在上述創新文化的引領下，蕪湖市縣區發展文化
產業熱情高企。以坐擁方特歡樂世界、方特夢幻王國
兩個高科技主題公園的鳩江區為例，該區堅持 「文化
引領」戰略，形成了以主題公園、網絡動漫、創意設
計、影視傳媒等多元化的產業基礎。

去年，鳩江區文化創意產值達3.85億元，新引進
相關企業 57 家。據鳩江區文產辦介紹，當前蕪湖市
（鳩江）文化創意產業園、華強文化科技產業園、大
江商務印刷基地、鐵畫創意園等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建

設推進順利，並有香港衛視等多個境內外有意投資文
化產業。

重點發展五大主導產業
如今，蕪湖市的文化產業已經邁入了快速發展的

歷史機遇期、積聚發展的爆發增長期和優先發展的戰
略推動期。蕪湖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段玉嘉此前稱，
「十二五」期間，蕪湖將重點發展動漫遊戲、創意設

計、演藝演出、影視傳媒和文化旅遊五大主導產業。
按照既定目標，蕪湖致力於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

的動漫之都和文化產業集聚區。為此，蕪湖今後將着
力打造5個國內外知名品牌，重點建設6-8個高科技
主題公園，使蕪湖成為文化主題公園集聚區；強力推
進華強文化科技園、蕪湖古城改造、濱江藝術劇院、
戲曲文化公園等項目建設，不斷提升文化創意產業的
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

【本報記者秦炳煜、柏永北京報
道】安徽省銅陵市發展循環經濟今年
起將有大動作，包括布局建設五個循
環經濟園區，並實施六大推進工程，
發展八大產業鏈，建設兩百個項目以
及完善七大保障體系。全國人大代
表、銅陵市委書記姚玉舟此間表示，
「十二五」 期間，銅陵致力於由國家
循環經濟試點市提升至國家循環經濟
示範市。

據介紹，銅陵市、銅陵有色公司
自 2005 年被國家發改委批准為首批國
家循環經濟試點市、試點企業以來，
屢有探索性舉措，成效顯著，其創新
發展模式被國家發改委作為典型案例
向全國推廣。

綠色發展促經濟提質
姚玉舟稱，循環經濟有效推進了

銅陵市經濟的綠色發展。統計數據顯
示，2010 年銅陵市地區生產總值比
2005 年提高 156%，而單位地區生產總
值能耗下降23%，單位工業增加值用水
下 降 74.2% ，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下 降
23.4%。

「十一五」期間，銅陵實際實施
循環經濟項目 224 個、總投資 413.6 億
元，累計完成投資258.2億元。特別值
得一提的是，銅陵打造了初具規模的
循環經濟工業試驗園、農業循環經濟
試驗區和橫港循環經濟工業示範區。

布局建設五大園區
姚玉舟表示，在原有三大循環經

濟園區的基礎上，今後將積極拓展循
環經濟新領域，再布局建設兩個園
區，即銅拆解加工園區和汽車精細化
拆解及零部件再製造園區。預計到
2015 年，前者可年可回收再生銅 60 萬
噸，後者可拆解汽車100萬台，實現汽
車重要部件的再加工、再製造，成為
全國重要的汽車精細化拆解基地。

此外，銅陵市將圍繞資源、環
境、產業三個層次，實施資源高效利
用、綠色礦山建設、工業廢棄物再利
用、城市礦產開發、產業優化。

升級和產業創新等六大循環經濟
推進工程，發展銅資源、硫資源、石
灰石資源和農業生態、工業固廢、生
活垃圾、銅拆解和汽車拆解再製造等
四大循環產業鏈。

兩百項目總投資超千億
姚玉舟續稱， 「十二五」期間，

銅陵將重點建設減量化、再利用和資
源化、園區基礎設施、循環經濟補
鏈、產業鏈上下延伸等方面項目，力
爭項目總數超過200個，總投資超1000
億元。

目前，銅陵市 「十二五」循環經
濟項目庫項目已達 172 項、總投資 873
億元，其中續建項目78個、總投資493
億元。

【本報記者秦炳煜、柏永北京
報道】安徽省宿州市承接產業轉移
持續給力，2011 年實際到位內資
466億元，實用外資2.3億美元，分
別增長 55%和 57%。全國人大代
表、中共宿州市委書記李宏鳴日前
表示，宿州今年在全市範圍內開展
「千商進宿」 活動。長遠考慮，宿
州力爭走在皖北地區崛起前列，加
速建成蘇魯豫皖四省交匯的區域中
心城市。

去年，宿州深入開展皖粵經貿
合作，簽約項目總數及投資額居全
省前列。成功舉辦第六屆黃淮海地
區農博會、碭山果蔬論壇，借力徽
商大會、中博會等會展平台，簽訂
合作項目 81 項，簽約資金 1138 億
元。

今年1月底，宿州市出台 「千商
進宿」活動工作方案，計劃緊密結
合領導帶頭外出招商、依託行業商
會、協會、借助皖粵對接、奇石節
等節慶活動，大力組織開展 「千商
進宿」活動，以期進一步加大招商
引資工作力度，掀起新一輪招商引
資活動高潮。

該份文件對宿州市直各產業招
商中心、各專業招商分局、縣區、
市開發區以及宿馬經濟區均設有硬

性指標。李宏鳴稱，全年確保 8000
人次客商到宿州考察，力爭實現
「萬商進宿」。

按既定目標，宿州年內力爭全
年到位內資 650 億元、外資 2.7 億美
元。為此，該市注重招大引強、招
強引鏈、挑商選資，鎖定長三角、
珠三角，主攻世界500強、央企、省
企、知名民企。

實施「園區建設突破年」
與此同時，宿州創新招商方

式，深化領導帶頭招商，堅持以商
招商，強化行業協會招商、產業鏈
式招商、專業園區招商。

其中園區方面，宿州將實施
「園區建設突破年」，重點提升
「三區六基地」，包括市經濟開發

區、宿馬經濟區、高新技術產業園
區、華東家居產業園、化工園區、
文化產業園、職教園、中國中部製
鞋產業基地以及宿州紡織服裝產業
城。

李宏鳴表示，上述 「三區六基
地」今年要實現工業總產值 150 億
元，財政收入突破 10 億元，全市園
區固定資產投資力爭突破100億元，
招商引資到位資金突破120億元。

【本報記者秦炳煜、柏永北京報
道】全國人大代表、安慶市委書記朱讀
穩此間表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安
慶將堅持以富民強市為根本出發點和落
腳點，堅持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
化同步共進，轉變發展方式，加快轉型
崛起，建設 「實力安慶」 。

安慶是傳統農業大市，去年土地規
模種植面積達 128 萬畝，處全省領先水
平；國家級和省級龍頭企業分別達 6
家、69家，農業合作組織超1900個。朱
讀穩稱，今年將以工業化理念抓農業，
實施農業產業化轉型倍增計劃，推動農
業經營市場化、規模化和產業化。

按預期目標， 「十二五」期間，安
慶力爭 13 個縣（市）區各建 1 個省級現
代農業示範區，培育 5 個年產值超 50
億、2個年產值超100億的農業示範區，
全市農產品加工業產值突破700億。

打造三大新型工業基地
與此同時，安慶將着力承接產業轉

移，加快工業升級步伐。以投資100億的
煉化一體化項目為龍頭，建設投資100億
的上海華誼新材料基地項目，完善產業
鏈條，以期打造全國重要的石油化工基
地。以投資70億的華茂國際紡織工業城
建設為牽動，加速產業聚集，加快培育

全國重要的紡織服裝產業基地。
此外，安慶市將進一步做大國家級

汽車零部件特色產業基地，加快提升機
械裝備製造業水平，力爭到 2015 年形成
3個 「千億產業」和2個 「千億園區」。

培育新興產業方面，安慶將以 5 億
元新興產業發展資金為引導，着力建設
8-10 個產業鏈關鍵環節的重大項目，全
力推進安慶經濟開發區爭創國家級高新
區、安慶化工區申創省級高新區，促動
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高端裝備
製造等產業加快發展。到 「十二五」
末，新興產業產值將突破500億元。

三產興市重點推百個項目
朱讀穩續稱，安慶把推進三產興市

作為轉型崛起的重點戰略，將充分發揮
每年 1 億元專項資金的槓桿作用，用好
黃梅戲等特質資源，力促文化旅遊、商
貿物流等服務業做大做強，着力構建功
能完備、布局合理、服務高效、供給良
好的服務業體系。

「十二五」期間，安慶力爭實施100
個重大服務業項目，發展50家重點服務
業企業，建設 20 個服務業集聚區。屆
時，該市第三產業增加值翻一番，佔地
區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 38%，從業人
員佔比提高到42%。

【本報記者秦炳煜、孫軍北京
報道】安徽省六安市民生工程連續
五年在安徽省處於領先位次，五年
來民生投入累積達145億元，實施
了一批老百姓樂為稱道的 「惠民工
程」 、 「民心工程」 。全國人大代
表、六安市委書記孫雲飛此間表
示，六安市今年將繼續加大財政投
入，鞏固提升33項民生工程，確保
新增財力更多用於改善民生。

據悉，六安市全力鑄造民生工
程，連續五年在全省處於領先地
位。通過創新權責機制、聯絡機
制、約束機制、保障機制、管理機
制，把民生工程實施工作納入制度
化、規範化運行軌道，切實解決老
百姓面臨的 「生活難、就醫難、上
學難、發展難」等突出民生問題。

「雖然六安市處於欠發達地
區，但政府舍得民生投入，過去5年
六安市民生投入累積達145億元，實
現 『窮財政、富民生』」。孫雲飛
說，廣大老百姓把民生工程貼心地
稱之為 「惠民工程」、 「民心工

程」、 「德政工程」！
談及 2012 年民生安排，孫雲飛

表示，今年六安市將繼續加大財政
投入，鞏固提升 33 項民生工程，多
渠道籌集民生工程配套資金，確保
新增財力更多用於改善民生。繼續
深入推進惠民資金直達工程和城鎮
居民補助資金一卡通。

孫雲飛續稱，新農村建設是該
市今年民生重點工作，建設 29 個美
好家園示範點，整村推進319個自然
村土地綜合整治，精心打造一批新
型農村社區。並將投入9.7億元，新
續建一批縣鄉公路改建、危橋改
造、安保以及村村通延伸連接等工
程。

此外，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
將新增城鎮就業2.9萬元，農村勞動
力轉移就業9萬人。擴大社會保險覆
蓋面，實現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
制度全覆蓋。完善社會救助體系，
進一步提高城鄉低保、農村 「五
保」、醫療求助、優撫對象補助標
準。

高登榜：發掘創新資源 建設文化強市

姚玉舟：銅陵拓國家循環經濟示範市 李宏鳴： 「千商進宿」 共建區域中心城市

朱讀穩： 「三化同步」 建 「實力安慶」 孫雲飛：新增財政更多用於民生

3月7日，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
吳存榮在京接受媒體採訪

安徽省旅遊局局長胡學凡暢談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