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西屏率队进京推进重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池州长江公路大桥等大项目!挂挡提速"

本报讯 !通讯员池发改 记者金立平
!

"#

月
$

日至
"%

日" 市长方西屏率市发改委#

交通局# 国土局# 环保局# 建行池州分行#

城投公司# 机场办# 大桥办# 铁路办等相关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进京全力推进池州长江
公路大桥# 九华山机场# 城投公司发行企业
债券# 吉阳核电及池州过境铁路等重大项目
建设$

一到北京" 方西屏不顾舟车劳累就亲切
看望了市发改委% 交通局# 城投公司等单位
长期驻守京城衔接推进大项目的负责同志"

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感谢" 并充分肯定了他们
锲而不舍 # 只争朝夕紧抓大项目的工作精
神& 随后" 方西屏一行紧锣密鼓地走访了国
家发改委% 中央军委秘书局% 交通部% 铁道
部% 民航总局%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等国家部
委和中央企业" 就我市重大项目进行了深入
对接" 取得丰硕成果" 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

月
&

日"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 方西屏拜访了建行总行相关部门领
导& 经过磋商" 建行总行有关领导认为池州

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前景很好" 立即签发贷款
承诺书" 同意提供

'$())

亿元的固定资产贷
款规模& 会见中" 建行总行有关领导还表示
愿意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入股投资建设九华
山机场牵线搭桥" 积极促进此事早日实现"

并表态对我市土地整理% 矿产资源整合给予
资金扶持& 在交通部" 方西屏就池州长江公
路大桥项目与相关领导进行了对接& 交通部
出具了关于池州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建议书的
审查意见" 同意建设池州长江公路大桥& 在
取得建行总行贷款承诺书和交通部行业审查
意见文件后" 加上先前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
司关于该项目的咨询评估报告" 至此" 池州
长江公路大桥项目立项审批的所有必备条件
全部完成&

方西屏对全市重大项目高度重视" 紧拎
不放" 分秒必争& 翌日" 他与刚赶到北京的
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天培一起马不停蹄地拜会
国家发改委有关领导" 就池州长江公路大桥
项目推进的最新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国家发
改委有关领导当场表态将于近期对该项目进

行研究批复& 首战告捷" 顾不上休息" 方西屏
接着又率队就其它重大项目进行跑部衔接和
推进& 城投公司发行企业债券项目前期工作
进展迅速" 在全国

"%%

多家排队申请发债企
业中" 经过市发改委积极争取" 国家发改委
财经司已优先对该发债项目方案进行了审
查" 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国家发改委相关
领导表态该方案一待修改完妥" 将尽快下达
审批意见& 这标志着该项目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 九华山机场项目较之一般大项目" 审批
程序更为繁杂" 需要国务院% 中央军委共同
发文批复& 经过争取" 中央军委秘书局表示
全力支持" 将尽快呈送军委领导会签' 国家
发改委% 民航总局%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
部均表示收到正式立项文件后" 将尽快启动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土地预审报告% 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等审批工作 & 在铁道部 "

方西屏恳请尽快开工建设阜阳(((景德镇铁
路池州段 " 并要求将池州(((九江 % 池
州(((黄山城际铁路列入铁道部建设规划$

对此" 铁道部相关领导表示理解和支持" 同

意予以认真细致研究" 适时进行评估论证'

并认为 " 如果池州市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
遇" 加快以上项目的前期工作" 池州就能形
成一个东进西出 % 南上北下的铁路交通枢
纽" 区位优势将会进一步显现$

"#

月
"%

日上午" 方西屏在副市长章霞升
的陪同下" 率市发改委% 水务局主要负责人
到水利部" 受到了水利部副部长矫勇的亲切
接见$ 方西屏汇报了近年来我市水利建设情
况" 矫勇明确拍板表示将对我市秋浦河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予以大力支持$

在京期间" 方西屏一行还向国家发改委
相关领导汇报了吉阳核电项目前期工作推进
情况" 并请求将该项目尽快列入国家核电发
展规划$ 建行总行与中核集团有着良好的金
融业务往来" 方西屏为此特意就吉阳核电项
目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力和贡献力等方面问题
与建行总行相关领导进行了商讨" 建行总行
相关领导表示十分乐意为吉阳核电项目提供
服务和支持" 这为加快推进吉阳核电项目创
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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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西屏率队进京推进重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池州长江公路大桥等大项目!挂挡提速"

本报讯 !通讯员池发改 记者金立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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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
"%

日" 市长方西屏率市发改委%

交通局% 国土局% 环保局% 建行池州分行%

城投公司% 机场办% 大桥办% 铁路办等相关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进京全力推进池州长江
公路大桥% 九华山机场% 城投公司发行企业
债券% 吉阳核电及池州过境铁路等重大项目
建设$

一到北京" 方西屏不顾舟车劳累就亲切
看望了市发改委% 交通局% 城投公司等单位
长期驻守京城衔接推进大项目的负责同志"

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感谢" 并充分肯定了他们
锲而不舍 % 只争朝夕紧抓大项目的工作精
神$ 随后" 方西屏一行紧锣密鼓地走访了国
家发改委% 中央军委秘书局% 交通部% 铁道
部% 民航总局%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等国家部
委和中央企业" 就我市重大项目进行了深入
对接" 取得丰硕成果" 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

月
&

日"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 方西屏拜访了建行总行相关部门领
导$ 经过磋商" 建行总行有关领导认为池州

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前景很好" 立即签发贷款
承诺书" 同意提供

'$*))

亿元的固定资产贷
款规模$ 会见中" 建行总行有关领导还表示
愿意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入股投资建设九华
山机场牵线搭桥" 积极促进此事早日实现"

并表态对我市土地整理% 矿产资源整合给予
资金扶持$ 在交通部" 方西屏就池州长江公
路大桥项目与相关领导进行了对接$ 交通部
出具了关于池州长江公路大桥项目建议书的
审查意见" 同意建设池州长江公路大桥$ 在
取得建行总行贷款承诺书和交通部行业审查
意见文件后" 加上先前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
司关于该项目的咨询评估报告" 至此" 池州
长江公路大桥项目立项审批的所有必备条件
全部完成$

方西屏对全市重大项目高度重视" 紧拎
不放" 分秒必争$ 翌日" 他与刚赶到北京的
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天培一起马不停蹄地拜会
国家发改委有关领导" 就池州长江公路大桥
项目推进的最新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国家发
改委有关领导当场表态将于近期对该项目进

行研究批复$ 首战告捷" 顾不上休息" 方西屏
接着又率队就其它重大项目进行跑部衔接和
推进$ 城投公司发行企业债券项目前期工作
进展迅速" 在全国

"%%

多家排队申请发债企
业中" 经过市发改委积极争取" 国家发改委
财经司已优先对该发债项目方案进行了审
查" 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国家发改委相关
领导表态该方案一待修改完妥" 将尽快下达
审批意见$ 这标志着该项目取得了实质性进
展$ 九华山机场项目较之一般大项目" 审批
程序更为繁杂" 需要国务院% 中央军委共同
发文批复$ 经过争取" 中央军委秘书局表示
全力支持" 将尽快呈送军委领导会签' 国家
发改委% 民航总局%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
部均表示收到正式立项文件后" 将尽快启动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土地预审报告% 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等审批工作 $ 在铁道部 "

方西屏恳请尽快开工建设阜阳(((景德镇铁
路池州段 " 并要求将池州(((九江 % 池
州(((黄山城际铁路列入铁道部建设规划$

对此" 铁道部相关领导表示理解和支持" 同

意予以认真细致研究" 适时进行评估论证'

并认为 " 如果池州市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
遇" 加快以上项目的前期工作" 池州就能形
成一个东进西出 % 南上北下的铁路交通枢
纽" 区位优势将会进一步显现$

"#

月
"%

日上午" 方西屏在副市长章霞升
的陪同下" 率市发改委% 水务局主要负责人
到水利部" 受到了水利部副部长矫勇的亲切
接见$ 方西屏汇报了近年来我市水利建设情
况" 矫勇明确拍板表示将对我市秋浦河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予以大力支持$

在京期间" 方西屏一行还向国家发改委
相关领导汇报了吉阳核电项目前期工作推进
情况" 并请求将该项目尽快列入国家核电发
展规划$ 建行总行与中核集团有着良好的金
融业务往来" 方西屏为此特意就吉阳核电项
目对地方经济的拉动力和贡献力等方面问题
与建行总行相关领导进行了商讨" 建行总行
相关领导表示十分乐意为吉阳核电项目提供
服务和支持" 这为加快推进吉阳核电项目创
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今 日
%

版 第
.%/%

期 总 第
/-/-

期 新 闻 热 线 ! '

%"##

#

.%&'&&0

邮 箱 !

01233435"#67089

新 闻 传 真 ! '

%"##

#

.%&'&&.

池 州 新 闻 网 !

)))*0:;1<=>?*+,-

宁宜城际铁路开工在即
!列车公交" 四年后开进池州

本报讯!记者方晶 金立平&加速崛起"必须构筑四通八达的交
通新格局$东挽长三角"路先要无缝对接'将资源优势化作胜势"必
须要货畅其流$ 池州扩大开放度"更是离不开公%铁%水%空一体化
的快捷立体交通网$

上月中旬" 我省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单起交通项目(((南京
至安庆城际铁路正式通过国家审议"年内即将正式开工$项目建成
后"安徽沿江城市群将与长三角地区交通动脉正式)对接*&喜讯传
来"池州人无不备感兴奋"因为宁宜城际铁路对我市加入)长三角
快速客运网*#构筑交通新时空"加快融入泛长三角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战略意义&

项目估算总投资
!"#

亿元
)国家出台拉动内需的政策后"铁路建设步伐再度加快"宁宜

城际铁路开工日期提前"已定在年内开工建设&*昨日"市发改委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 宁宜城际铁路是全省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
交通基础设施单体工程" 该铁路获得了国家年内新增中央预算支
持"项目的开工对拉动全省及我市年内经济增长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市发改委"记者还从相关资料上了解到"宁宜城际铁路自南
京南站引出"经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跨长江后止于安庆"双线
客运专线"正线全长约

#)$*++"

公里"营运速度达
#%%

公里
,

小时"

同时预留时速
#)%

公里的后续建设条件& 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
#)$*%#

亿元"由铁道部和江苏#安徽省共同投资"其中我省承担资
本金约

)+

亿元&工程总工期计划为
+

年"建成通车后"池州到南京
只要

"

小时
'%

分钟左右&

!飞龙"经过池州境内
"#

公里
宁宜城际铁路建成后" 城际列车全日开行时段为

-.%%

至
#+.%%

"

全天开出列车大约
-%

对左右"最小行车间隔时间为
+

分钟"平均
行车间隔时间约一刻钟& )这样的频率" 可以称之为公交化的列
车& *市发改委负责人这样描述说&

宁宜城际铁路这条 )飞龙* 将给池州带来哪些看得见的 )便
利*+据介绍"宁宜城际铁路经过安徽境内

##"

公里"其中我市境内
约

)$

公里"在贵池区晏塘建设长江铁路大桥& 设在我市共有池州
站和九华山站两个停靠换乘站"沿线经过贵池区梅龙#马衙#里山#

秋浦#涓桥#秋江#乌沙等乡镇及街道办事处&

前期工作紧锣密鼓进行
时间回拨至

#%%)

年
"%

月"当时"铁道部发展计划司根据省部
会谈精神"发函给铁道第三#第四勘察设计院"此举标志着宁宜城
际铁路项目预可行研究工作正式开始&今年

""

月
"+

日"国家发改
委正式批复同意宁宜城际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紧接着"当月

"&

日"省政府召开宁宜城际铁路开工建设协调会&会议研究讨论了宁
宜城际铁路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征地拆迁#资金筹措#公司组建等
事项"决定年内在铜陵举行开工仪式&

据贵池区政府负责人介绍"根据项目开工建设需要"涉及沿线
部分农户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目前有关方面正在通力合作"扎实
有效地开展工作 "

切实做好迎接宁宜
城际铁路开工建设
的准备&

池州九江景德镇上饶

签订平安边界建设协议
本报讯!记者唐国安,记者从市民政

局了解到"日前"我市与江西九江#景德
镇#上饶三市签订平安边界建设协议书"

就共同创建平安和谐的皖赣行政区域界
线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一是加强平安边界创建活
动的指导& 双方加强对所辖县的指导"建
立起县#乡!镇,#村之间的联席会议#联谊
互访#边界矛盾纠纷排查#边界纠纷部门
会商等良好工作机制&健全县#乡!镇,#村
和界桩管理员四级网络方式的管理制度"

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义务"使平安边界建设
目标任务明确到岗#责任到人&二是尊重
勘界成果"加强宣传教育&双方严格按照
国务院批准的皖赣线协议书#附图#界桩
成果表的内容"依法治界"维护法定界线
的严肃性&三是建立走访会商机制"及时
妥善处理矛盾纠纷&建立定期与不定期会
商合作机制"每年

-

月和
"#

月中旬"定期
走访会商"交流界线管理情况"通报和协
商处理有关问题'对界线管理中的重大问
题"采取不定期会商"及时予以解决&

首批中央财政支持涉农项目计划下达

我市获资金 #"$$ 余万
本报讯 !记者金立平 通讯员朱金

祥,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 近日"

省发展改革委与省水利厅# 农委# 林业
厅联合下达了首批涉农项目

#%%&

年新
增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主要包括江河
治理# 中大型水库除险加固# 农村户用
沼气# 长江防护林建设等项目" 我市项
目总投资共

"'%-$*&+

万元 " 其中 " 中
央预算内资金

-#/+*-

万元&

据了解"获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有-

秋江圩泵站更新改造
'"-%

万元#江口排
涝站建设

$%%

万元# 贵池霄坑河水土保

持
"%%

万元#贵池西山河水土保持
)%

万
元#东至思源河水土保持

)%

万元#青阳
青通河水土保持

"%%

万元# 九华乡九华
河水土保持

)%

万元#石台垄上河水土保
持

)%

万元# 青阳牛桥水库续建
)%%

万
元#东至大板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

万
元#农村户用沼气及服务网点建设

'#/*-

万元#长江防护林建设
")%

万元&这些项
目是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后首批获得
中央财政支持的项目" 这些项目的建设
对改善我市农业基础设施# 拉动经济增
长具有重要意义&

抢抓新机遇 谋划大项目

童怀伟在金融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支持池州经济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池秘,

"#

月
"%

日下午"

市委书记童怀伟主持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

听取我市金融监管部门和各商业银行
"0""

月份工作汇报" 分析当前我市经济和金融形
势" 研究谋划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 童怀伟
要求" 全市各金融机构要辩证看待国际金融
危机对池州经济的影响" 准确把握国家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新
机遇 " 进一步增强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意
识 "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 " 积极强化金融保
障"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努力保持经济与金
融的良性互动发展&

童怀伟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我市的金融工
作& 他指出" 全市各金融机构按照上级主管
单位的要求" 认真执行国家信贷投放和货币
政策" 按照年初确定的 )保平均# 争上游*

工作目标" 立足地方经济建设的整体布局"

创新融资方式" 积极投放贷款" 为池州争取
更多的贷款份额" 有力地支持了我市工业#

旅游# 农业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交通# 城市
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了全民创业和民
生工程的建设" 池州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单位
的支持&

童怀伟指出" 当前我市经济总的基本面

是好的"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还在向实体
经济蔓延" 我们既要充分估计面临的困难和
挑战" 又要进一步增强应对挑战的决心和信
心" 切实提高经济运行的抗风险能力& 作为
与企业联系紧密的金融机构" 应从市委# 市
政府工作大局出发" 高度关注我市经济运行
和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情况" 加强与政府#

企业的联系沟通" 与政府# 企业齐心协力#

同频共振# 共度时艰" 努力促进地方经济的
持续发展&

童怀伟强调" 当前" 国家为保增长# 扩
内需" 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

货币政策 " 这给池州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
遇" 也给金融单位的信贷投放带来了新的契
机& 各级党委# 政府要一如既往地支持金融
单位的工作" 为本地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
的环境" 最大程度地激发金融单位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各金融单位也要充分
发挥金融在 )保增长# 扩内需* 中的积极作
用" 贴近池州发展大局" 保障贷款总量" 用
足用好信贷规模" 加大金融支撑力度& 要保
障信贷投向重点" 大力支持基础设施# 工业
企业# )三农* 和民生工程建设等" 保证明
年我市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上图!

"#

月
""

日下午"市黄梅戏剧团剧场内流光溢彩!声乐喧天"汇成了一

片欢乐的海洋' 当天"由市纪委!市监察局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和纪检机关复建

'%

周年暨池州复建
#%

周年联欢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施建华出

席并观看了联欢会' 本报记者 程昭 摄
左图!

"#

月
"%

日晚"一群孩子正在秋浦影剧院弹奏古筝'为纪念改革开放
'%

周年暨池州复建
#%

周年"当晚由市人口计生委!市文化局主办的人口计生专场文

艺演出在此上演" 为我市广大计生工作者送去了祝福' 本报记者 江志 摄

纪念改革开放 !" 周年
暨池州复建 #" 周年

载歌载舞
颂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