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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滁州首部地方立法《滁州市市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经滁州市第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安徽省

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于

2017年起实施。

该《条例》明确了滁州市市区饮用水水

源水质保护的监督、监测、巡查、水质信息发

布等管理职责，划定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此外，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水源地检

测要求、供水企业职责和现场检查等监督管

理措施也得到进一步明确。该保护条例施

行后，包括城西水库、沙河集水库、黄栗树水

库滁城三大“水缸”在内的饮用水水源保护

将更加规范“有法可依”。

近年来，我市充分利用“世界水日”等活

动向群众开展《滁州市市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宣传，开展综合治理，实施全面保护，

进一步提升城市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水

平，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市级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 100%。

我市首部实体法保护“大水缸”

2012 年 4 月 28 日，占地 36 平
方 公 里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约 300 亿
元、带动区域总投资约 1300 亿元
的中新苏滁高新区前身苏滁现代
产 业 园 ，举 行 盛 大 的 开 工 典 礼 。
土地征迁、道路建设、招商工作随
之稳步推进，经过多年的发展，一
个充满活力的高新区屹立在皖东
大地。

中新苏滁高新区的前身是苏
滁现代产业园，2015 年 9 月，国务
院批准将其纳入苏州工业园区开
放创新综合试验区。2019 年 2 月，
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苏滁现代

产业园更名为中新苏滁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8年多的时间，中新苏滁高新区
从诞生到成长，快速前进中在不断发
展壮大。如今，中新苏滁高新区被评
为“长三角共建省际产业合作示范
园”。2020年前10个月，园区规上工
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
分别同比增长 76.5%、2.7%、11.6%。
预计全年财政收入、规上工业增加
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同比分别增长 6%、65%以上、5%、
60%以上，实现外贸进出口 2.3亿美
元。

20201212
苏滁现代产业园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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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0 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市以连续三年全省
第一、全国前列的优异成绩荣获“第六届全
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至此，滁州以连续三年全省第一、全国
前列的优异成绩正式跨入全国文明城市行
列，实现“一举夺牌、首创全胜”奋斗目标，掀
开了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是国内城市综合
类表彰的最高荣誉，反映着城市整体发展水

平和文明程度，是每个城市梦寐以求的城市
名片和最有价值的城市品牌。

2018 年 2 月，滁州入围“第六届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全面吹响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号角，三年来全市上下联动、全民参与、
攻坚克难，基础设施、环境秩序、市民素质和
城市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明显增强，在文明新风的吹拂下，一个
和谐宜居、崇德向善、文化厚重、人民满意
的新滁州款款走来……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一举成功
20202020

（本版稿件由全媒体记者胡文峰、刘 晨整理）

2020年 2月 28日，2019年安徽十六地市
经济数据全部公布。滁州以2909.1亿元的经
济总量，从2018年的安徽第五升至安徽第三，
提前一年实现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

2019 年，是滁州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
年，各项成绩均有不俗的表现，主要经济指
标增速多项位居全省第一——GDP 实际增
速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第一、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第一、消费总额增速第一、

进出口增速第一。
自 2016 年开始，滁州提出了“冲刺总量

安徽省第三”的目标，并将这个目标连续写进
滁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四年奋战，滁州步步
为营、稳步发展，积极融入南京都市圈，一大
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纷纷落地，并提
出了东向发展、争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排头
兵的发展战略，终于在 2019年凭借强劲的发
展势头成为名副其实的安徽经济“第三城”。

滁州市经济总量跃居全省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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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京一小时都市圈核心圈城市，滁

州市与南京市地域相连，经济相融，人缘相

亲，交往密切，南谯区、全椒县、来安县、天长

市呈扇形与南京江北新区接壤。2015年，南

京江北新区获批设立，成为全国第 13 个、江

苏省唯一国家级新区，我市即积极谋划与其

深度融合发展。

2018年，我市正式提出实施“大江北”战

略，建设“大江北”协同发展区，当年底滁宁城

际铁路正式开工建设。几年来在规划共绘、交

通共联、园区共建、产业共兴、生态共保、民生

共享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共建成果，先后编制了

《滁宁一体化发展国土空间战略规划》、《滁州

市毗邻南京江北新区协同发展规划》、《2020年

宁滁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计划》。

顶山-汊河、浦口-南谯两个跨界示范

区，汊河大桥、黑扎营大桥、滁宁城际铁路南

京段、宁天城际铁路二期、金牛湖新区……

一条条“路”不断连通、一张张“网”不断织

就、一幅幅“图”不断绘就，我市对接“大江

北”战略扎实推进，成为激发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动能。

对接大江北 建设新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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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2日，凤阳明中都皇故城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名单，成为目前安徽省第一个、也
是唯一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现安徽省
零的突破。

凤阳明中都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
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在家乡悉心营
建的明代第一座都城。它的规划遵循《周
礼·考工记》王城制度，上承唐宋，下启明清，
为明南京故宫和北京故宫的营建提供了蓝
本和实践经验，在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史上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982年，国务院将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
刻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明中
都皇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进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立项名单并开始建设，基于遗址本体及其环境
保护、考古、展示的目的，建成融合教育、科研、
游憩等多功能的明都城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结合遗址公园建设，明中都遗址一直开
展着连续性的考古发掘工作。2018年，明中
都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发掘出外金水桥遗
址，入选“2018-2019 年安徽十大考古新发
现”。2019年 6月 9日，凤阳明中都皇故城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揭牌对外开放。

明中都皇故城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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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４月，我市被列入第三
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启动多
个试点项目，涉及智慧社区、智慧
城管、智慧旅游、智慧交通等领域。

此后，我市聚焦强基础，优服
务，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推动
经济数字化升级转型，持续夯实数
据资源共享、提升政务服务惠民应
用，着力打造以创新城市管理模
式、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市民
生活品质为重点的智慧滁州。

经过多年建设，我市基础支撑
能力持续提升，夯实网络强市基
础，建成覆盖全市高速率、大容量

的宽带网络，城市互联网出口带宽
达到 1980G，光纤到户端口达 215.3
万，城市及农村重点区域 100%具
备千兆能力。

智慧服务能力快速提升，创优
“一网通办”，推动“皖事通办”平台迭
代升级，完成全市368个单位政务服
务事项标准化改造，完成652个全程
网办事项、115个一件事全程联办、
206项高频社会服务网上可办，基本
实现办事少跑腿甚至“零跑腿”。

此外，城市治理精准升级，公
共服务优质高效，经济数字化加速
转型，大数据创新应用成效凸显。

滁州成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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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5月 15日起，社会保障

卡陆续在全市范围内发放，这也意

味着，滁州市正式启用社会保障

卡，今后一卡在手，有望实现医保

待遇支付结算、养老金待遇领取、

个人金融业务办理等的“一卡通”。

2015 年，我市职工养老、医疗

等待遇资金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

成立滁州市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

2017年，我市推行诊疗一卡通应用

工作，用社会保障卡代替医院就诊

卡，人社行业应用全覆盖，主要应用

领域如养老、工伤、失业待遇资金进

卡。2019 年 3 月，我市实现电子社

保卡签发应用，医疗保险扫码结

算。目前，我市社保卡发行量超过

420 万张，电子社保卡申领达到 86
万人，全市社保卡总持卡率达到

93%，基本全覆盖本地常住人口，参

保职工持卡率超过95%。我市电子

社保卡实现微信、支付宝、皖事通、

银行APP等渠道申领签发。

我市正式启用社会保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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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4月 13日，长三角城市
经济协调会第十三次市长联席会
议在合肥召开。经过长三角城市
22位市长的投票表决，滁州顺利加
入“长三角俱乐部”，获得了长三角
城市的“户口簿”。

为了深入融入长三角，我市在
经济、交通、旅游等方面，与长三角
地区展开了紧密合作，逐步实现与
长三角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环
境等领域的一体化。

拿到长三角“户口簿”只是开
始；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之中，
方是始终。2018年，我市提出实施

“大江北”战略，建设“大江北”协同
发展区。高度重视与长三角地区

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和通
车里程一直稳居全省前列。推进
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宁
滁两市签署了“顶山—汊河”、“浦
口 — 南 谯 ”等“1+2”合 作 框 架 协
议。立足于自身主导产业方向和
资源比较优势，致力于与长三角发
达地区构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
产业分工和生产协作体系。如今，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理念已在
全市全面形成共识，我市着力在

“十四五”期间，立足“建设合宁之
间区域性新型中心城市”定位，争
当安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排头兵、
高质量发展先行者。

我市获得长三角城市“户口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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