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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跑“下半场” 谁与争速？
——— 2022年上半年淮南综合经济分析述评

怀新平

2022 年上半年， 全国地区生产总值 562642
亿元， 同比增长 2.5%。

2022 年上半年， 安徽地区生产总值 21764
亿元， 同比增长 3%。

2022 年上半年， 淮南地区生产总值 752.7
亿元， 同比增长 1.3%。

上半年经济总量和增速“尘埃落定”。
这对于淮南来说， 是一份沉甸甸的结果。
在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的两条赛道上，我

们能够看得见的是“硝烟弥漫”，我们看不见的
是“风云际会”，我们感知到的是“激流涌动”。

从今年上半年安徽 16 市经济总量来看，
省会合肥当之无愧“执牛耳” 且“单骑突出”，
以 5430.4 亿元， 高居安徽 16 市之首。

芜湖以 2220.3 亿元， 占据安徽全省 16 市
上半年经济总量第二。

滁州以 1795.7 亿元， 夺得安徽全省 16 市
上半年经济总量第三。

这是 2022 年上半年安徽 16 市经济总量
“前三甲”。

我们还可以看出， 今年上半年安徽 16 市
经济总量“榜单”， 合肥“一家独大”， 成为全
省唯一经济总量过 5000 亿元的城市。 经济总
量过 2000 亿元的， 也仅有 1 市， 就是芜湖。
经济总量在 1000 亿元—2000 亿元 （不含） 之
间的一共有 7 市： 滁州 1795.7 亿元、 阜阳
1573.1 亿元、 安庆 1406.5 亿元、 马鞍山 1289.5
亿元、 宿州 1111.2 亿元、 蚌埠 1048.9 亿元、 亳
州 1014.5 亿元。 另外有 7 市经济总量都在 1000
亿元以下： 六安 959.2 亿元、 宣城 944 亿元、
淮南 752.7 亿元、 淮北 639.1 亿元、 铜陵 579 亿
元、 池州 536.3 亿元、 黄山 460.55 亿元。

从 2022 年上半年安徽 16 市经济总量总体
来看， 其“纺锤形” 结构进一步突显、 固型，
合肥、 芜湖、 滁州 3 市居于“纺锤形” 的“锤
头”， 阜阳、 安庆、 马鞍山、 宿州、 蚌埠、 亳
州 6 市构成“锤腰”， 六安、 宣城、 淮南、 淮
北、 铜陵、 池州、 黄山 7 市组成“锤座”。

把 2022 年上半年安徽 16 市经济总量格局
和 2021 年上半年安徽 16 市经济总量格局， 比
对起来看， 可以看出在排位上没有变化。 在
2021 年上半年， 合肥是全省唯一过 5000 亿元
（5203.46 亿元） 的城市， 芜湖是全省唯一过
2000 亿元 （2038.15 亿元） 的城市。

淮南 2021 年上半年经济总量在全省 16 市
排名第 12 位， 淮南 2022 年上半年经济总量在
全省 16 市排名第 12 位。 也就是讲， 在今年上
半年和去年上半年经济总量全省排位， 淮南保
持在第 12 位。

从今年上半年安徽 16 市经济增速来看，
全省 16 市中， 芜湖以 5.2%的增速领跑全省，
紧随其后的是池州 5.1%和滁州 4.3%， 构成了增
速领跑全省的“三匹千里马”。

有 10 市增速跑赢全国增速 2.5%， 9 市跑赢

全省增速 3%。
既没有跑赢全国增速， 也没有跑赢全省增

速， 一共有 5 市， 分别为铜陵 1.7%、 淮北
1.4%、 淮南 1.3%、 黄山 0.5%、 蚌埠 0.4%。

把 2022 年上半年全省 16 市经济增速排序
和 2021 年上半年全省 16 市经济增速排序， 进
行对比来看， 可以更好洞察到全省区域发展激
烈竞争的“千帆竞发”。 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
被芜湖“拔得头筹”。

全省 16 市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排序， 变
动很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居于安徽经济“纺锤
形” “锤座” 7 个市， 经济增速变动最为明显。
池州以 5.1%的增速， 跃居全省第 2 位； 六安
3.5%、 宣城 3.5%双双并列全省第 5 位； 铜陵也
以 1.7%， 进入全省第 10 位。

今年上半年， 淮南经济增速 1.3%， 在全省
16 市排名第 12 位。

2021 年上半年， 淮南经济增速在全省 16
市排名第 14 位。

表面上看， 淮南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在全
省排位似乎比去年上半年前提 2 位， 实则不
然。 因为， 在 2022 年上半年全省 16 市经济增

速中， 出现了“并列” 现象， 六安 3.5%、 宣城
3.5%并列全省第 5 位， 阜阳 3.3%、 宿州 3.3%并
列全省第 7 位。 “并列” 现象的出现， 客观上
形成了今年上半年全省 16 市经济增速排序中，
并没有“第 15 位”、 “第 16 位” 的事实。

我们对比分析， 摆事实、 讲道理， 其初衷
和目的是试图能够看到先发城市有哪些经验、
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只有看到别人的长
处、 补己短板， 才能不断进步， 也才能不断缩
小差距。

那么， 芜湖、 池州、 滁州， 经济增长为什
么这样快？ 他们为什么能？

比较公认的， 有三条。
一是抢机遇不等待。 芜湖、 滁州、 池州都

处在皖江城市带， 是安徽全面融入长三角的排
头兵， 三个市牢固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 抢抓
战略机遇、 区位机遇、 政策机遇， 尤其是滁州
积极主动对接南京大江北战略， 在产业链上招
引落户大项目。 二是抓产业不偏向。 三个市都
把工业特别是新兴产业发展作为稳发展的第一
动力， 统计数据显示， 主要工业经济指标都是
两位数增长。 上半年， 芜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0.1%，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25.2%，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4.1%。 主要
工业产品中， 新能源汽车、 锂离子电池、 液晶
显示屏、 电子元件等产品产量增幅在 40%以上，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1.42 倍。 池州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6%。 其中， 6 月份
增长 17.2%。 装备制造业、 半导体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 18.9%、 32.1%。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增长 24.1%，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37.5%，
半导体产业基地产值增长 36%。 滁州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9%， 战新产业产值同
比增长 25%， 战新产业产值占比达 45.3%， 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三是打硬
仗不懈怠。 这三个市的干部队伍拼劲很足， 展
现了迎难而上、 乘势而上、 积极进取的敢作
为、 硬作风。

这是芜湖、 池州、 滁州经济增速快的主要
密码。

今年上半年已经翻过。
虽然成绩不太满意， 但关键是我们是否已

经竭尽全力、 拼尽全力？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要打好今年“下半

场”。
面对压力、 困难， 我们决不会唉声叹气，

更不会退缩不前。
在艰难的时候， 我们更要坚定信心、 抱定

决心、 一展雄心、 万众一心。
在共克时艰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相扶相

携、 互相鼓劲、 彼此加油！
背水一战， 已经出发。
我们一定能， 淮南一定行！
竞跑“下半场”， 谁与争速？

丑梨俏市
7 月下旬以来,骑

山百亩丑梨进入成熟
采摘期， 公司员工加
班加点采收、分拣、外
运“丑梨”。

位于大通区的市
骑山农业开发公司始
建于上世纪五十年
代，于 1996 年改革重
组。 在几代人的耕耘
下， 公司现已发展成
为集种植、采摘、观光
为一体的新型农业观
光生态园。 该公司种
植的丑梨营养价值
高、口感好，备受消费
者喜爱，成为“网红水
果”和市场抢手水果。
本报记者 倪 军 摄

上半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 752.7 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 1.3%———
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本报记者 苏 强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我市生
产总值 752.7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3%。 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66.3 亿元 ， 增长 4.9%； 第二产业增加值
331.9 亿元， 增长 0.4%； 第三产业增加值 354.5 亿元， 增长
1.4%。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市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势，总体运
行在合理区间。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上半年我市经济运行情况。

夏粮再获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 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
业总产值 119.2 亿元，同比增长 5.2%。 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9%。 夏粮总产量 120.29 万吨，比上年增加 1.04 万吨，增长
0.87%。 蔬菜播种面积 11795.3 公顷，产量 36.2 万吨，分别增
长 3.4%、3.6%。 上半年，生猪出栏 59.5 万头、增长 11.4%。 猪
牛羊禽肉产量 7.73 万吨 ，比上年同期增长 9%，其中猪肉产
量增长 9.7%；禽肉增长 12.3%；牛奶产量同比增长 0.88%，禽
蛋产量增长 11.8%。

工业生产降幅收窄 ，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 。 上半年 ，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0%，较 1-5 月份收窄
0.6 个百分点 。 分经济类型看 ， 国有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2%；集体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8%，股份合作企业同比
下降 24.8%，股份制企业同比下降 2.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资企业同比增长 13.5%。 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 2.0%；制造业同比下降 7.0%；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10.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9.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10.6 个百分点 。 从主要产
品产量看 ， 原煤下降 2.2%， 洗煤增长 1.6%， 发电量下降
4.2%， 合成氨增长 2.0%， 电力电缆下降 43.8%， 水泥下降
18.5%，汽车下降 83.5%，化学药品原药增长 61.4%，矿山专

用设备增长 60.5%。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 上半年，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0%。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9.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9.3%，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2.9%。分
领域看，工业投资增长 18.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28.3%。
民间投资增长 3.1%。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5.0%，房地产开发
投资下降 16.1%。 商品房销售面积 117.7 万平方米 、 下降
26.3%。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70.1%。

服务业稳步恢复，现代服务业回升向好。 上半年，第三产
业增加值增长 1.4%， 其中金融业和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 6.2%、3.4%。 1-5 月份规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4.5%，增速较 1-4 月回升 5.5 个百分点。 其
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研究和试验发展业营业收入分
别增长 29.1%、26.4%。 1-6 月份，邮政业务总量由上月末下
降 0.26%转为增长 2.9%。 6 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
额增长 11.6%。

市场销售逐步改善，网上零售快速增长。 上半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421.1 亿元，同比增长 1.0%。 按经营单位所在
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92.4 亿元，同比增长 0.6%；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 128.8 亿元，同比增长 1.9%。按消费类型分，商品
零售 359.1 亿元 ，同比增长 1.1%；餐饮收入 62.0 亿元 ，同比
增长 0.8%。 按商品类别分，限额以上单位 9 个商品类别同比
增速均超过 10%，其中煤炭及制品类、饮料类 、中西药品类 、
文化办公用品类和其他类 5 个商品类别快速增长。上半年我
市限额以上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 商 品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20.6%， 高于全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速 24.3 个百分点，占
全市限上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3.6%提高到今
年的 4.7%。

对外贸易增长较快，出口增速高于进口。 上半年，全市货
物进出口总额 6.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1%。其中，出口 6.8 亿
美元，增长 24.6%；进口 0.1 亿美元，下降 67.0%。（下转四版）

张志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3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及相关文件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审议并原则通过 《淮南市健全重特大
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细则》

本报讯 8 月 1 日上午， 市长张志
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13 次常务会议 。
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联席会议及相关文件精神， 安排部署
贯彻落实工作； 审议并原则通过 《淮
南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
制度实施细则》。

会议指出， 道路交通安全事关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 。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 、
省、 市工作要求上来， 坚持以防为主、
防治结合， 抓细抓实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 确保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立足当
下， 在隐患排查治理上加力， 聚焦基
础性、 源头性、系统性问题，强化综合治
理，加强部门协同，广泛宣传引导，严格
监督执法， 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全
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 要着眼长
远， 在农村公路建设改造提升上布局，
超前谋划骨干路网提档升级、基础路网
延伸完善、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等工程项
目，积极向上争取，打造便捷高效、普惠
公平的农村公路网络。

会议强调， 健康是人的全面发展
的基础， 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 健全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 对
患大病易返贫致贫人群进行监测 、 分
类救助， 是进一步减轻困难群众和大
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防范因病致贫
返贫、 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重要举措。
要宣传好政策， 着力提高群众政策知
晓率。 要落实好政策， 做到困难群众
应保尽保、 应救尽救。 要监管好资金，
管好用好群众 “救命钱 ” “保命钱 ”
“民生钱”， 织密扎牢民生兜底保障安
全网。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记者 周 玲）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
张志强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8 月 1 日上午， 市政府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2022 年第 7 次学习
会在市政务中心召开。 市政府党组书
记、市长张志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
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部分章节，传达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
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
省委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监督的若干措施以及意识形态有关文
件精神等。

张志强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作。 认
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是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的重大政治任
务。 市政府党组及全市政府系统要按照
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安排，增强学习
宣传贯彻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
自觉。 要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与前三卷作为一个整体，读原著学
原文、悟原理知原义，努力做到知信行
合一、学思用贯通。 要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扎实推进稳增长、

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等工作，切实将学
习成果转化为重振老工业城市雄风的
实际成效。

张志强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形
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
署上来 ，聚焦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扛起工作责任、办好
淮南的事，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
稳定、促发展，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周 玲）

我市优化有效供给助推养老服务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 我市积极实施项目建设，
优化市场主体， 大力提升养老服务水
平。 截至目前，全市投入运营养老机构
181 家，床位总数 2.3 万张，护理型床位
数占比达 53%，社会力量运营床位数占
比达 70%，所有养老机构均开通当地医
院老人就医“绿色通道”。

我市通过政策扶持 、资源整合 、改
造扩建、社会资金共建等方式，建设村
级养老服务站 74 个 、县（区）级特困供
养服务设施 15 个 ， 居家适老化改造
409 户、家庭养老床位改造 68 户。持续
6 年为低收入老人购买服务 ， 惠及老
人 10 万人次。 将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
发放面由 70 周岁以上城市低保老人
扩至 65 周岁以上城乡低保老人 ，覆盖
面达 86%。 上半年累计为 3.17 万名老
人发放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 816.5 万

元 ， 为 10.4 万名老人发放高龄津贴
1695 万元。

我市还进一步优化为老企业营商
环境， 根据养老机构实际入住人数，按
照收住对象轻、中、重度失能失智程度，
每人每月分别发放不低于 300 元 、400
元和 600 元标准的运营补贴；对运营良
好的养老服务“三级中心”，按照设施规
模、服务人数、服务内容等予以每家 3-
5 万元运营补贴， 上年度共发放运营补
贴 1044 万元。 （本报记者 贾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