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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铜陵市关于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
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根据《安徽省关于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的

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组织民营企业开展“万企

兴万村”行动（以下简称行动）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组织民营企业大力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以产业振兴

为重要基础，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全面参与、突出重点。在“十四五”期间组织民

营企业全面参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时，要

根据区域发展水平、特点，重点突出巩固拓展“百企帮百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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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成果，开展“回报家乡”等专项行动。

（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步推

进的总基调，积极探索整村推进、全面振兴的模式与路径。兼顾

不同类型乡村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枞阳县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郊区着力统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改善和提升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铜官区和义安区重点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三）坚持农民主体、合作共赢。引导民营企业将自身发展

与农村发展、个人富裕与农民富裕有机结合，以多种方式与农民

形成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强化联动带农，保护农民利益，

通过先富帮后富，实现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四）坚持自觉自愿、市场导向。组织号召和鼓励民营企业

参与时，要充分尊重民营企业参与的意愿，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按

照市场规律参与乡村振兴，激活乡村产业要素、市场和各类经营

主体，促进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良好基础。

（五）坚持依靠科技、鼓励创新。把科技放在更加重要的地

位，要注重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用现代科技引领企业转型

升级。鼓励民营企业创新组织形式、合作经营模式，发展高效农

业产业，实现村企合作高质量发展，积极探索加快乡村振兴实现

途径。

（六）坚持守住红线、依法兴村。民营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

中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坚守耕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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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民利益保护三条红线，始终将民营企业发

展方向与乡村振兴战略方向、政策导向保持一致。

三、行动内容

（一）巩固拓展“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成果

认真贯彻落实“五年过渡期”要求，发挥民营企业结对帮扶

作用，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真正做到摘帽不摘责任、

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在继续保持原“百

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的结对帮扶关系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根

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帮扶关系进行适当优化调整（结对帮扶表见附

件 3）。各级行动领导小组要保持支持服务力度不减，跟踪掌握

脱贫村发展状况，指导帮扶企业每年开展不少于 2 次行动，帮助

帮扶对象脱贫不返贫。

要积极探索促进村庄发展的长效机制，大力支持服务产业帮

扶项目行稳致远，做优项目，做强企业，拓展帮扶成果。继续教

育引导帮扶企业与农民建立合作关系，筑牢村企合作共赢的长效

机制。鼓励合作经营好的企业扩大规模，引导规模经营的企业帮

助更多村并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二）开展“回报家乡”专项行动

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家熟乡情、重亲情、懂管理、善经营、有

实力、讲信誉、受尊重、乐奉献等优势特点，教育引导民营企业

继续弘扬“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光彩理念，积极到乡村投资兴

业，支持举办各项社会事业，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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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成果回报乡村、回报家乡、造福桑梓。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

新时代徽商精神，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富而思报，推进“铜商

回归”，加强沟通联络，鼓励外地铜陵籍企业家回乡考察、投资

创业，参与乡村振兴。

在明确的结对帮扶关系之外，鼓励广大民营企业以产业投

资、人才引进、合作共建、公益捐赠等形式参与乡村建设，把先

进的管理理念、技术模式和现代生产要素引入乡村，实现村企要

素互换、共同发展。

——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发挥我市特色农业产业优势，引导

民营企业深挖农村土地、环境、人力、产业、市场、文化等资源

的多元价值和多重功能，推动建立“万企兴万村”项目资源库，

鼓励民间资本下乡，优化乡村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实施高效农业、

优质种业、特色种养业、民俗旅游、田园综合体、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及贸易、现代物流等产业项目。

——促进乡村生态振兴。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组织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旅游名

镇名村建设、乡村绿化、生态产业包括文旅产业开发等，积极推

进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建设美丽乡村。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发挥红色资源和本土文化优势，组

织引导民营企业充分利用农村人文资源和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保护传统工艺和促进民族文化传承，促进乡村特色文化产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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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乡村人才振兴。组织引导民营企业以多种形式加大

对致富带头人、新型农民等乡村人才的教育培训力度，以企业为

平台吸引各类管理人才、技术人才返乡就业、创业。

——促进乡村组织振兴。支持乡村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抓党建引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

民营企业家担任村支书、村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和荣誉

职务，有序参与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支持参与乡村建设行动。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不断改变乡村面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

捐资捐物等形式，积极参与村内道路、小型供水工程、分布式清

洁能源、仓储物流、公共照明、养老助残、文化体育等设施的建

设和管护，推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往村覆盖、往户延伸。

（三）巩固城乡结对帮扶

铜官区和义安区要引导激励民营企业到枞阳县投资兴业、合

作创业。对枞阳县提出的对接民营企业需求，铜官区和义安区要

努力帮助解决。鼓励民营企业设立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公益

金等，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和公益帮扶。注重发挥商（协）会、企

业联盟等组织的作用，鼓励企业之间开展协作和联合，发挥集团

优势，助力乡村振兴。鼓励民营企业开展消费帮扶，拓宽农产品

销售渠道。

（四）积极开展援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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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治疆方略和中央有关西藏、新疆工

作座谈会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对口援助西藏新疆的工作

部署，动员引导民营企业以西藏山南市错那县为重点，跨省域参

与“万企兴万村”行动，围绕培育壮大当地特色产业，开展产业

帮扶、就业帮扶、消费帮扶和智力帮扶，努力解决受援地工商联

等部门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四、服务保障

（一）加强统筹协调

工商联要做好行动统筹，动员组织本地商（协）会和民营企

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市工商联向全社会发布倡议书，进

一步号召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优

秀案例。充分利用异地铜陵商会等平台，推动在外铜商回归，积

极投身乡村振兴。搜集掌握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信息，加强村企沟

通联络，推动资源有效嫁接。畅通民营企业反映诉求渠道、协助

企业解决问题，推动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系列配套

政策和建立健全服务保障体系。

（二）加强政策支持

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要主动为参与行动的民营企业提供

项目信息、支持政策等方面的服务，将本地乡村振兴投资类项目

纳入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统筹推进，整合全市乡村振兴有关资金，

加大对“万企兴万村”行动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定期搜集乡村

产业项目合作需求，建立项目库，加强联系对接。民营经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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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要为参与行动的民营企业做好全方位支持服务。鼓励民营企业

通过市光彩事业促进会开展公益帮扶，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三）加强金融支持

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为参与行动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对纳入“万企兴万村”行动项

目库的民营企业，开辟绿色通道，给予重点支持。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深刻认识到“万企兴万村”行动在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按照行动要求，紧密结合实

际，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要成立“万企兴万村”行动领导小

组及办公室并建立工作合作机制，统一使用“万企兴万村”行动

名称，负责行动的组织指导、统筹协调、督促检查、经验交流、

宣传推广和服务保障。行动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共同研

究制约行动开展的问题和助推行动开展的措施。行动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要将组织开展行动纳入本单位年度重点工作，安排专门人

员、专项经费保障，完善日常工作制度，加强对上级的工作汇报

和下级的工作指导，确保“万企兴万村”行动有序推进。建立“万

企兴万村”台账，及时开展成效统计、跟踪行动进展和定期工作

总结。

（二）注重示范引领。市、县（区）“万企兴万村”行动领

导小组要选树一批民营企业参与行动的典型并在辖区范围内命

名一批示范项目和基地，予以重点联系和指导，通过现场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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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宣传等形式向全社会推介，为广大民营企业提供学习借鉴。

各级示范项目、基地应纳入台账管理。

（三）加大宣传力度。市、县（区）行动领导小组要协调主

流媒体宣传报道“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案例，讲好民营企业参

与“万企兴万村”行动故事，向全社会展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家的风采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先进事迹，增强民营企业的成就

感、荣誉感和获得感。要对积极参与行动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民营

企业进行表彰表扬，发挥荣誉激励的指挥棒作用，促进形成民营

企业踊跃参与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



- 11 -

附件 2

铜陵市“万企兴万村”行动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

为加强组织领导，市工商联、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

市光彩会、农发行铜陵市分行、农行铜陵市分行成立铜陵市“万

企兴万村”行动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名单如下：

组 长：胡忠新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

徐瑞生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程志华 市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陈卫斌 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市光彩会

副会长

崔光庆 市委农办专职副主任

任熙儒 市乡村振兴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陈 斌 市民营经济促进局副局长

袁 野 农发行铜陵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张 丹 农行铜陵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成 员：黄文华 市委统战部非公经济科科长

汪 飞 市工商联会员和经济部三级主任科员

甘发平 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产业（招商）服务中心

主任

曾 先 市乡村振兴局督查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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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俊杰 市民营经济促进局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姚 建 农发行铜陵市分行客户部高级副主管

卢艳青 农行铜陵市分行三农金融部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组织发动、协调联络、宣传

推广等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工商联会员和经济部，

汪飞任办公室主任，联系电话：282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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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铜陵市“万企兴万村”行动结对安排表
序号 乡镇 村 帮扶企业 备注

1

枞阳镇

五一村 安徽蟹之都贸易有限公司 脱贫村

2 大青山村 铜陵千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脱贫村

3 展望村 铜陵华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4 江头村 铜陵市通达联运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5 新丰村 铜陵格瑞特挤出技术有限公司 脱贫村

6

横埠镇

黄山村 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脱贫村

7 合龙村 铜陵市大明玛钢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8 中义村 安徽万华禾香板业有限公司 脱贫村

9 育才村 铜陵启盛金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脱贫村

10 新庄村 铜陵华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11 利华村 安徽孟凌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脱贫村

12 方正村 安徽小菜园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推进村

13
官埠桥镇

岱冲村 上海翰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脱贫村

14 祖农村 安徽省官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脱贫村

15

藕山镇

周山村 铜陵市华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16 巢山村 铜陵市德锦贸易有限公司 脱贫村

17 凤仪村 金宝电子（铜陵）有限公司 脱贫村

18 红旗村 铜陵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19

钱桥镇

宣庄村 安徽中联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20 邹姚村 铜陵市旋力特殊钢有限公司 脱贫村

21 马塘村 铜陵天奇蓝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脱贫村

22

白梅乡

东山村 铜陵白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23 孙畈村 铜陵诚兴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24 大岭村 安徽锦庭家纺有限公司 脱贫村

25 柳峰村 铜陵市九曲口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脱贫村

26 麒麟镇 阳和村 安徽正洁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脱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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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石婆村 铜陵兢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脱贫村

28 岱鳌村 铜陵营造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29

钱铺镇

黄冲村 铜陵日科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30 南岭村 安徽星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脱贫村

31 鹿狮村 铜陵长江金刚石工具公司 示范村

32

义津镇

菁华村 枞阳恒辉置业有限公司 脱贫村

33 增丰村 安徽福茂再生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脱贫村

34 胜利村 铜陵市金时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35 先让村 安徽宇腾真空电器有限公司 重点推进村

36

汤沟镇

大新村 铜陵晟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脱贫村

37 共义村 安徽特力电缆有限公司 脱贫村

38 跃进村 安徽灵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脱贫村

39 黄仪村 铜陵龙峰新材料有限公司 脱贫村

40 一心村 铜陵永悦实业集团 脱贫村

41 红星村 乐凯特科技铜陵有限公司 重点推进村

42 先进村 安徽国泰建筑有限公司 重点推进村

43 长沙村 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脱贫村

44 新农村 安徽纽亚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45

雨坛镇

高甸村 安徽科艺得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46 云龙村 安徽力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脱贫村

47 查岭村 安徽国电能源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脱贫村

48

会宫镇

毕山村 安徽晶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脱贫村

49 晓春村 铜都流体科技股份公司 脱贫村

50 老桥村 铜陵四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脱贫村

51 浮山镇 太平村 安徽玉堂雨具有限公司 脱贫村

52
项铺镇

石溪村 铜陵国传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脱贫村

53 龙虎村 铜陵物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脱贫村

54
白柳镇

龙城村 安徽双赢集团东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脱贫村

55 桂元村 安徽红星阀门有限公司 脱贫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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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龙井村 铜陵千辰科技有限公司 脱贫村

57 山河村 安徽日飞轴承有限公司 示范村

58

金社镇

向荣村 铜陵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脱贫村

59 龙口村 铜陵安科恒益药业有限公司 脱贫村

60 杨市村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脱贫村

61 云岭村 安徽新长河食品有限公司 脱贫村

62

陈瑶湖镇

花园村 安徽中百建设有限公司 脱贫村

63 麒凤村 铜陵明川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64 虾溪村 铜陵大通小磨麻油有限公司 脱贫村

65

老洲镇

裕丰村 铜陵市金元宝实业公司 脱贫村

66 源潭村 安徽天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示范村

67 横裕村 安徽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脱贫村

68 罗墩村 皖顺建设有限公司 脱贫村

69 姚岗村 铜陵三佳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点推进村

70

周潭镇

永兴村 铜陵中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脱贫村

71 吴桥村 安徽高能建设有限公司 脱贫村

72 凤凰村 国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村

73 彭桥村 安徽城乡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推进村

74 大通镇 大院村 安徽创源粮油有限公司 示范村

75 灰河乡 灰河村 铜陵市富鑫钢铁有限公司 重点推进村

76
西湖镇

朝山村 铜陵天海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示范村

77 农林村 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 示范村

78
天门镇

金塔村 安徽梦思康中药材有限公司 示范村

79 龙云村 铜陵晓东工贸有限公司 重点推进村

80 顺安镇 星月村 铜陵市丰霖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示范村

81 钟鸣镇 马中村 铜陵博锋实业有限公司 重点推进村

82 胥坝乡 西江村 铜陵市业永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推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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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统战部。

抄：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商务局、

市文旅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税务局。

铜陵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