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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首個「千億縣」姓肥
下一個可能也姓肥

縣域經濟的浪潮，正在滾滾而來。

根據賽迪顧問縣域經濟研究中心報告，

2021年新增5個「千億縣」（備註：指GDP超

過1000億元）。至此，全國「千億縣」總數

達到43個。

這43個「千億縣」都是全國縣域經濟中

的佼佼者。

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全國

縣級行政區劃單位有2844 個。而GDP破千億

的縣僅有43個，也就是說，排名前1.5%的縣

才能入選「千億縣」。

作為近年全國區域經濟的「黑馬」，

安徽在2021年迎來了首個「千億縣」——

肥西縣，GDP增長13.7%，不僅高于安徽全

省（8.3%），而且在長三角前30名縣域GDP

中，增速排名第一。

隨著肥西縣的入圍，長三角地區蘇浙皖

三省集體邁入「千億縣俱樂部」時代。時代

週報記者梳理發現，長三角地區包攬了23個

「千億縣」，佔全國的比重超過一半，堪稱

「強縣集團軍」。

在「千億縣」密集的長三角地區，安徽

在「千億縣」實現零的突破之後，誰會接棒

肥西，成為下一個「千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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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三角區位之優
都市圈是安徽孕育「千億縣」的重要區

域。從地理位置上看，肥西晉級「千億縣」

有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

肥西，位于安徽中部、巢湖之濱，1948

年建縣，是安徽省會城市合肥下轄縣，與濱

湖新區、高新區、經開區和政務文化新區無

縫對接，地處合肥都市圈的核心地帶。

近些年，合肥的發展速度堪稱驚艷——

2020年邁入GDP「萬億俱樂部」，首次躋身

全國城市GDP20強；2021年經濟總量達到1.14

萬元，超越福州排名全國第19位，比2020年

上升一位。

同時，合肥還憑借投資京東方、長鑫、

蔚來等企業，抓住了佈局面板、芯片、新能

源汽車等新興產業的機會，被譽為「最強風

投城市」。

暨南大學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陶鋒此前

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合肥發展

快速，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它在承接長三角產

業轉移過程中獲益良多。

2018年11月，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

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此後，安徽與滬蘇浙城

市結對合作，深化與皖江城市帶新一輪南北

合作共建，在園區發展、產業轉移等方面開

展深度合作。

合肥是皖江城市帶龍頭城市，肥西作為

合肥市的下轄縣，也是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

轉移示範區雙核心之一，利用承接產業轉移

的契機，積極吸納資本、技術、人才、品牌

等要素，促進產業技術創新。

隸屬合肥，這個長三角城市群中增長較

快的城市，是肥西這個「千億縣」重要的成

長密碼。

從交通便捷度上看，普速鐵路時代，在

國家主幹鐵路中，合肥一條都沾不上。而高

鐵時代，合肥一躍成為全國19個重要的綜合

鐵路樞紐之一。

肥西的交通狀況也得以大大改善，合安

高鐵，合九、寧西、合武鐵路穿境而過。

從經濟增速上看，「十三五」期間，肥

西GDP年均增長7.8%，先後跨越600、700、

800三個百億級台階。人均地區生產總值10.2

萬元，是2015年的1.5倍。

受疫情影響，肥西縣2020年的GDP增速

僅有5.7%，但2021年就躍升至13.7%，經濟發

展動能強勁。

作為安徽GDP第一大縣，2021年肥西縣

GDP達到1018.7億元。根據肥西「十四五」規

劃目標，到2025年，GDP達到1500億元，年均

增長7.5%左右。

可以說，在區位優勢的發展基礎上，長

三角一體化發展、「一帶一路」節點城市、

國家綜合樞紐城市、G60科創走廊節點城市、

合肥都市圈、安徽自貿區啟動建設等一系列

政策機遇疊加，為肥西發展帶來了發展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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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上工業產值超1600億元
「千億縣」往往也是工業強縣，實體經

濟是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動能。

江蘇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無錫研究中心

研究員包卿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一般

千億級縣，都有規模化的專業性產業支撐支

持（大規模專業性產業集群），內部分工發

達，集聚資源和市場輻射廣闊，工業化與服

務業的發展推動城市化提升」。

肥西縣也不例外。2021年，肥西聚集了

429家規上工業企業，包括江淮汽車、TCL家

電、億帆藥業、泰禾光電、安利股份等一批

行業龍頭企業。

從規上工業產值上看，2021年肥西累計

產值超1600億元，比上年淨增275億元左右，

是近年增長最多的一年。

其中，計算機、汽車和家電三大主導產

業累計完成規上產值1195.9億元，戰略性新興

產業產值、高新產業產值分別為1000億元和

1200億元。

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

產業變革的方向，對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要

帶動作用。

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佈局上，肥西圍繞

合肥「芯屏汽合」「集終生智」（ 即芯片、

新型顯示、智能電動汽車、人工智能和製造

業融合；安全應急產業、家電及智能終端、

生物醫藥和大健康、人工智能）八大產業佈

局，結合當地產業基礎，選擇其中的「合」

「汽」「生」「芯」作為突破點，著力打造

新能源汽車全鏈條、高端智能製造、大健康

「三大戰新產業集群」。

顯然，肥西在產業佈局和發展方面，也

在努力保持與合肥同頻共振，加速融入長三

角一體化。

GDP邁上千億新台階，對于肥西來說不

僅是突破，更是新的起點。

2022年肥西縣政府工作報告對自身發展

短板毫不避諱，直言「縣內缺乏具有區域牽

動性的大產業集群，尤其是缺乏百億體量的

大項目，工業園區畝均效益還在低位徘徊，

經濟發展後勁亟待提升」。

今年2月，肥西在產業高質量發展大會提

出，要大力引進、培育龍頭企業，打造合肥

產業新地標，推動產業提質擴量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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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安徽下一個「千億縣」？
以「千億縣」為代表的縣域標兵，經濟

活力旺盛。

賽迪顧問縣域經濟研究中心發佈報告指

出，「千億縣」以不到全國陸地國土面積的

0.8%貢獻了全國GDP總量的6.2%。

未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千億縣俱樂

部」成員將會不斷擴容。

那麼，在高手如雲的長三角地區，肥西

之後，安徽能否培育出更多「千億縣」，從

而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安徽省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出，

落實縣域主體功能定位，強化要素支撐，加

快經濟特色化、產業集群化，分類推進縣域

經濟發展。

時代週報記者梳理發現，在安徽的頭部

縣域中，2021年肥東縣GDP達到811.4億元，

同比增長10.1%；長豐縣為761.94億元，增

長10.3%；天長市的GDP為750.33億元，比上

年增長7.3%。其中，肥東縣和長豐縣均是合

肥的下轄縣，同享合肥的產業溢出和政策紅

利，天長市（縣級市）則是由安徽GDP排名

第三的城市滁州市代管，處在南京和合肥兩

大都市圈核心層。在安徽省內，未來幾年，

上述三縣（市）均有望衝刺「千億縣」。

根據肥東縣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確

定的發展目標，「十四五」期間工業總產值

邁上千億級新台階；地區生產總值突破千億

元，力爭2024年、2025年分別達到1000億元、

1200億元。

與肥東縣類似，長豐縣在「十四五」規

劃綱要中提出，到2025年地區生產總值達到

1100億元，規上工業產值超千億的目標。

此外，天長市也提出了，到 2025 年，力

爭地區生產總值突破1000億元目標。

如果一切順利，屆時安徽省或將擁有四

個「千億縣」。

肥西突破千億，10縣域破500億，
廣德成為新晉者

　　2021年，在安徽省59個縣（市）中，合

肥市肥西縣創造了安徽縣域經濟發展的歷
史，成為首個「千億縣」，經濟總量突破
千億，達到1018.7億元。
　　肥東位居第二，經濟總量達到811.4億
元，長豐以761.94億元位居第3。三縣持續多
年位居安徽省縣域經濟前三甲。
　　天長市經濟總量突破600億元，達到622.5
億元，位居第4；無為市經濟總量達到577.76
億元，位居第5。
　　排在第6的是廬江縣，經濟總量達到547.2
億元；濉溪縣緊隨其後，總量為540.78億元；
巢湖市排在第8，為523.1億元；當塗縣達到
520.98億元，排在第9；太和縣以508.7億元排
在第10。前十強縣域經濟總量全部突破500億
元。
　　從縣域經濟總量10強榜單來看，入圍門
檻進一步提高，達到508.7億元，比2020年的
463.5億元提高了45.2億元。
　　從20強榜單來看，上榜門檻達到380.7億
元，相比2020年的346.5億元，提高了34.2億
元。
　　在20強梯隊中，1000億、500億、400億成
為3個整數關口，肥西縣是目前安徽唯一縣域
經濟總量超過1000億元的；肥東成功邁上800
億元台階，長豐突破700億元，天長突破600
億元。同時，超過500億元的縣域達到10個，
比2020年多出了5個。超過400億元的縣域達
到18個，比2020年多出了5個。
　　從20強榜單變化來看，縣域經濟格局保
持相對穩定，相比2020年，懷遠縣跌出前20
強，廣德成為新晉者。
　　從經濟增速來看，肥西縣以13.7%高居
榜首，當塗縣排在第2，增速達到11.3%，天
長、界首、廣德三縣（市）增速同為11%。
寧國經濟增速為10.7%，無為為10.5%，長豐
為10.3%，肥東為10.1%。這是20強中9個增速
超過10%的縣域。
　　20強中，有15個縣域經濟增速超過安徽
省8.3%的經濟增速。

合肥五縣域齊聚前十，
皖北縣域表現亮眼

　　從20強的所屬市域來看，縣域發展呈現
非均衡狀態。
　　合肥5縣（市）全部上榜，並且全部位
于10強。2021年，合肥經濟總量成功突破1.1
萬億，達到11412.8億元，繼2020年歷史上第
一次進入全國城市經濟20強後，成功趕超福
州，位居全國城市第19位，下轄5個縣（市）
也收穫了輻射帶動、產業聯動的紅利，迎來
快速發展。
　　阜陽有4個縣（市）上榜，位居第2，
分別是太和、穎上、臨泉和界首。2021年，
阜陽經濟總量首次突破3000億，邁入「大城
市」門檻。
　　同在皖北，亳州2縣上榜，是蒙城和渦
陽。這些縣域人口多、市場大、資源稟賦相
對較好，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雙輪驅
動」加速期，經濟發展提速較為明顯。
　　滁州有天長、鳳陽2縣（市）上榜。滁
州已連續三年站上安徽經濟「第三城」。在
滁州搶抓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紅利，積極對接
「大江北」戰略中，縣域經濟穩步發展，實
力逐漸增強。
　　宣城也有寧國、廣德2縣（市）入圍。宣
城以對標融入滬蘇浙為抓手，堅定不移學湖
州、提標桿的持續進程中，所轄縣域眼睛向
東看、目標跟東比、身子往東靠、步伐朝東
邁，發展速度明顯。
　　此外，蕪湖、淮北、馬鞍山、安慶、宿
州6市各有一縣（市）上榜。蚌埠、六安、淮
南、銅陵、黃山和池州，目前沒有縣域上榜
經濟總量20強榜單。
　　從全省區域分佈來看，皖北地區有9縣
上榜，分別是濉溪、太和、穎上、鳳陽、臨
泉、蒙城、蕭縣、渦陽和界首；皖中8縣上
榜，分別為肥西、肥東、長豐、天長、無
為、廬江、巢湖和桐城；皖南有3縣上榜，分
別為當塗、寧國和廣德。
　　從安徽「一圈五區」發展格局來看，合
肥都市圈有8縣上榜，可見省會合肥的帶動
作用，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有12
縣上榜，皖北承接產業轉移集聚區有10縣上
榜，皖北的後發優勢正在轉化為發展的競爭
優勢。

肥西官亭林海景區 。

《逐 夢》
作者 米麗亞

一年後，聯和翻身，哥哥嚴厲禁錮

弟弟外出，故意令弟弟難堪，醖醸卸磨殺

驢，讓弟弟自動淨身出戶。在第二年過年

時，許獅成全了最後的兄弟情緣，展開自

由雙翅，向夢飛去。

當他感受到哥哥的逼迫感，及時注

資有兄弟誼的菲工友「一伯」合夥買艋舺

（小船），捕撈小蝦皮掙錢，留下退路。

1955年元月。

他踏出耘夢創業的第一步。招攬漁村

人才「露絲」、五個全能伴工，在集市開

店批賣桶裝「生蝦鮭」。

許獅一歩一腳印，興水路，蝦民得

以快捷交貨。解決漁村漲水，保證撈蝦產

量，他貸艋舺給村民打撈小蝦皮，開拓人

力多船少的供應鏈。 擴大店後場地，新店

小蝦皮拌成生蝦鮭，一條龍作業。

他把現金流、賺差價的小買賣運轉

得滾雪球般快捷。繼而因著鬥雞「鷹王」

因緣，令賓友「卡畢丹」夫婦因他的善良

與本事，割目相看，投下巨資合夥創辦了

「鷹王」品牌的魚醬、魚露工廠。

産品風糜菲呂宋島。成就了許獅琢磨

的「好營生」夢。

「鷹王」成了老牌「C.K.」競爭假想

敵，他家富二代迷信父輩傳下金招牌，結

果因質量差業績下滑。

許獅又兼在自置地皮蓋廠房，加工

二手「那沓」（鐵罐）供各魚醬廠。本是

二手奶水空罐，入廠加工後，「廢品變珍

品」。二手鐡罐加工廠，為他掙了一筆妥

妥的資本。在推銷「鷹王」路上，他又瞄

上了「米黍道」商機。

1957 年。

他開始兼營米黍業。

四 年 後 的 1 9 6 0 年 ， 因 為 「 米 黍 菲

化」呼聲激熱，他毅然放棄近四年的米黍

經營，否決了左右臂膀提出的「傀儡策

略」，堅定退出米黍道。

他的腦子從不停止轉動，一直追逐著

自己的詩與遠方。

隨著日益加深對本地政治環境的瞭

解。他加緊腳步籌備，「熟蝦醬」罐頭

廠。他早已琢磨過，魚鮭，鮭汁要六個月

成熟期，「熟蝦醤罐頭」從新店拉回來就

可以上生產鏈。蒸汽鍋爐也比醃池投資

少。更何況自己琢磨、試驗了這些年的

「化蝦殼」技術，已經用「玻璃瓶裝」在

新店試銷了一年多，市場反應熱烈。

他市埸調查了一下，有吃芒果的地方

就迷蝦醬，出了國的菲僑，蝦醬就是他們

的鄉愁。可以找菲僑國外銷售。已經有回

鄉的菲僑在新店打聽了。

他開始加快著手「熟蝦罐頭」廠生產

鏈。

時局不允許，他始終不能返鄉。

留守故鄉妻子妮英與浯村番客嬸們

一樣，生活在紅旗下，努力投入各場政治

運動，卻屢受假借著進步的二條鎖鏈蛇，

華僑代表「蔡偏」與婦女主任「許春」，

藉著1958—1961「大鍊鋼鐵，三年困難時

期」，伺機對僑眷政治迫害，發洩內心黑

暗的私怨。

1961年。

大飢荒的第三年頭。僑鄉湧動，番客

嬸可以申請到香港會夫。村支書夫婦，繞

過華僑代表蔡偏，破例為妮英簽俱「二子

女同隨行」往港意見書。

政策有了，問題是十三年餘的關閉，

人人都心急會夫，有通天門道進後門的都

先批准。

她找到了在「縣僑聯」有通天道的

知名人物「富攀」。在潛規則的暗示明指

下，妮英割愛捨棄被賊惦上；寶貝著的瑞

士夜光錶。急措僑匯證買下「永久牌」自

行車。如願得批准放行。

1962年，妮英娘仨先後到了香港。

眼見多年團圓夢近在咫尺 ，此時她才

卸下心口的大石板。

因為菲京「鷹王」與「C.K.」的訴

訟，許獅未能拿到清單簽發返菲證。

妮英娘仨滯留香港，她一如繼往，全

心撲在兒女的學業上，現在無憂衣食，遠

離兩條鎖鏈蛇的時光易過。六年半後兒女

都先後分別在英、中文學校畢業了。此時

菲「觀光」條例也更開放。
妮英帶著兒女到了菲律濱。
一家人從此葉落千島，實現了他們五

代人曾經的團圓夢。
八十年代，許獅夫婦回到故鄉浯村，

創立了「珍璧基金會」，利息用以獎勵
「浯村小學」優秀老師、學生，幫助貧
寒學子。並在鎮上買了房子，讓孫輩能回
家學習地道的語言，夫妻倆認為，有了母
語，小輩們就有了故鄉。世世代代認識曾
祖母的龍眼樹。

   4.27.2021
「衹有經歷過地獄般的磨礪，才能練

就創造天堂的力量；只有流過血的手指，

才能彈出世間的絕響。」

——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第一集 淒苦童年》
【第一章 噩夢開始】

一、

一九二一年冬。

「安慶」客輪從岷里拉港開往廈門，

已經行了二晝夜。再有三畫夜就靠岸了。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