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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安徽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将在蚌埠举行。 7月5日至6日， 由淮海经济区城市报业联盟秘书
处主办、 蚌埠报业传媒集团承办的淮海经济区城市报业联盟2018年年会在蚌埠举行。 来自淮海经
济区城市报业联盟的20家主流媒体、 40多名业界同仁齐聚蚌埠。
淮安报业传媒集团作为淮海报盟成员单位参会。 记者实地探营省运会场馆， 感受文旅产业发
展， 近距离触摸“
淮上明珠城” 蚌埠的发展脉搏。

安徽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官网上线启动仪式

举办一届盛会 惠及一座城市
今年， 将在蚌埠举行的安徽省第十四
届运动会包括高校部、 青少部和群体部比
赛， 共设38大项， 参赛人群覆盖老中青
少， 参赛规模约2.6万人次， 均超过往届。
7月5日， 记者来到蚌埠市体育中心，
从空中俯瞰体育场的建筑， 犹如一条盘踞
的红白相间的巨龙， 体育馆和多功能馆的
建筑构成了另一条蜿蜒长龙。 两条巨龙遥
相呼应， 70余米高的观光塔矗立在双龙之
间。 据介绍， 场馆设计融入了“龙” 的元
素， 体现了“龙行天下、 龙腾戏珠” 设计

理念， 外立面采用了龙鳞板， 结合徽州瓦
当的搭接手法， 创造出独特的表皮肌理，
并以“中国红” 为主题色， 构成两条龙
型， 显得蜿蜒起伏， 生动活泼。
记者了解到， 省运会筹办过程中， 蚌
埠市将“生态+体育” 作为省运会留给蚌
埠的永久财富， 建设了生态体育公园体
系， 一次性规划主城区18个地块， 建设街
头体育公园， 目前已建成5个， 一期里程
64公里涂山黑虎山国家登山健身生态步道
样板段已经建成。 同时， 先后组织了中

国·蚌埠国际龙舟邀请赛、 环江淮万人自
行车赛、 安徽省体育舞蹈公开赛、 蚌埠千
人武术大展演等大型群体赛事活动200余
次， 各类体育展示、 赛事、 活动4000多场
次， 以村为单位开展健身活动15000多场
次， 直接参加健身群众达百万人次以上。
这些赛事的举办和活动的持续开展， 不断
预热升温省运会氛围， 省运会已走进千家
万户。
安徽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

悠久历史文化 特色文化名城
蚌埠有着文化摇篮、 帝王故里、 歌舞
之乡的美誉。 7300年前， 先人就在这里定
居， 千百年来， 流传下了双墩刻画符号、
禹会村祭祀遗址、 春秋钟离古国君王墓，
以及花鼓灯、 泗州戏、 五河民歌等众多文
化遗产。
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蚌埠， 如何保护
传承利用这样特殊的资源禀赋？ 在湖上升
明月·古民居博览园， 记者看到一座座各
具风格的古民居在波光粼粼的湖水映照
下， 更加彰显出中国传统韵味。 经过抢救
保护的450栋古民居， 再进行集中修复，
让古民居建筑群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形成
了“山为屏、 水绕房、 文景双绝” 的特色
景区。

在文化建设中， 蚌埠注重“创新”，
持续深化文化体制、 机制的改革创新， 将
蚌埠最有特色、 最有影响、 最有代表性的
历史文化梳理挖掘、 系统展现， 着力打造
一批叫得响、 立得住、 传得广的特色文化
品牌。
注重“繁荣”， 鼓励社会力量和社会
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 持续活
跃群众竞技场、 百姓大舞台， 打造了“珠
城欢乐颂” 等一系列平台。 连续举办了多
届花鼓灯歌舞节。 文艺团体创作的花鼓
灯、 泗州戏节目都已经走向了世界。 文化
产业方面， 吸纳聚集文化创新要素和产业
资本， 推动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 开发利

用蚌埠丰富的文化资源， 加快转化为文化
创造优势和文化产业优势。 大力发展动
漫、 数字等朝阳产业， 挖掘、 再现深厚文
化底蕴， 彰显、 传播城市特色文化。
注重“弘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引领城市精神， 大力弘扬先进思想文
化，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市民、 引导
市民， 提升市民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 伦
理情趣。 继续加大文明创建力度， 让更多
的蚌埠人成为文化的守望者、 传承者、 创
造者。

蚌埠古民居博览园

淮上明珠之城 共谱发展乐章
素有“淮上明珠城” 之称的蚌埠， 在
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 有何独特
优势？
交通区位优越。 蚌埠是国家 《
“十三
五” 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 确定的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京沪、 京福高铁，
京台、 宁洛高速公路交会， 形成了与合肥
都市圈、 南京都市圈、 长三角经济带主要
城市间“一小时经济圈”。 蚌埠港是千里
淮河第一大港， 公铁水空立体交通体系基
本形成。 蚌埠(皖北)铁路无水港、 B型保税
物流中心等平台辐射皖北。
科教资源丰富。 蚌埠是合芜蚌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重要一极， 是安徽第二大科

教资源城市， 拥有高等院校10所、 职业教
育院校34所、 7家中央驻蚌科研单位和一
批地方科研机构， 主要科技指标稳居全省
前3位， 是安徽省唯一由地方推荐连续三
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城市。 作为淮河
水利委员会驻地， 蚌埠能够更好地借助这
个平台推动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
经济带建设。
医疗水平领先。 蚌埠是全省三大区域
医疗中心之一， 医疗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
在皖北具有较强辐射能力， 拥有综合性三
甲医院4家， 位列皖北第一， 蚌医一附院
辐射皖北及周边。
产业基础较好。 作为老工业城市， 目

前形成了以电子信息、 汽车和装备制造、
硅基新材料产业、 食品医药、 轻工纺织为
主导的工业产业体系， 以硅基为代表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入围安徽省首批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 现代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提
升， 皖北商贸重镇的地位得到巩固。
居业环境良好。 “山、 河、 湖” 孕育
了蚌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良环境和丰富的
人文旅游资源， 同时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和
中原城市群交会区域腹地， 投资和居住成
本相对较低， 对人才和企业落户有一定吸
引力。

蚌埠龙子湖

“

7月5日， 记者来到素有“淮上明珠城” 之
称的蚌埠， 参加“新时代、 新省运” 媒体行活
动， 探访了蚌埠体育中心、 龙子湖水上项目基
地、 古民居博览园， 现场感受了蚌埠经济社会
的蓬勃发展。 记者还参加了安徽省第十四届运
动会新闻发布会， 现场发布了会歌MV和宣传
片。 据介绍， 安徽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将于十月
份在蚌埠举办， 主题口号为“运动安徽、 奔跑
蚌埠”， 会歌为 《相约珠城》。 蚌埠将着力打造
“人文省运、 科技省运、 绿色省运、 温馨省运”，
为安徽人民奉献一场精彩的全民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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