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0 日，在芜湖市湾沚区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技术
人员正在组装调试飞机。 该企业是我国通用航空领域的领军企业，2020 年
交付飞机 26 架次。 本报记者 吴文兵 摄

让更多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 张理想

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

“京沪干线”开通，世界首颗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九章”
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 全超导
托卡马克大科学装置（EAST）实现 1
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近年
来，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一项项领
跑全球的重大成果不断问世，让“创
新安徽”名片更加闪亮。

科技成果为民所用 ， 为民共
享 。 我省不断加大创新创业支持
力度 ，持续建设一批 “产学研用 ”
紧密结合的技术研发平台、技术转
移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进一步提
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

例，着力破除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障碍 。 依托高新技术最坚实的后
盾，越来越多的成果正在焕发产业
之“光”。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的节能环保

技术转化为“中国环境谷”的“拳头
产品”； 科大国盾量子公司为金融、
电力、 政务等领域客户提供安全服
务； 蚌埠玻璃设计院超薄玻璃为电
子信息行业向轻薄化、智能化、环保
化、 高性能化方向发展提供强大技
术支撑……如今的江淮大地上 ，一
批批科研院所、 高校和企业深化合
作，实现了多方共赢，让更多有益于
国计民生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战场”。

2021年 1月 21日 星期四责编/吴永红 版式/王艺林 特别报道 9

合肥：抢占科技制高点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创新 ，是安徽最为宝贵 、最具
优势的遗传基因 ，也是合肥最亮丽
的一张名片 。 1 月 20 日 ，记者走进
位于合肥市滨湖新区的安徽创新
馆 ，一件件实物模型 、一个个数字
沙盘 、一张张图片全面真切地展示
着全省尤其是合肥市科技创新发
展的丰硕成果 。 托卡马克 、稳态强
磁场 、量子科技……一项项领跑世
界的前沿科技 ，让人不禁生发探索
其中奥秘的渴望。

在风光旖旎的科学岛上 ，全超
导 托 卡 马 克 核 聚 变 实 验 装 置
（EAST） 位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
这是我国科学家独立设计建造的
世界首个全超导托卡马克 。 “多年
来 ，EAST 在等离子体的参数 ，如温
度 、密度 、持续放电时间上不断取
得突破 ，成为国际上同类装置优先
参考的样板 。 ”等离子体所工作人
员王腾介绍 ，目前 ，EAST 正在抓紧
改造 ，预计 4 月至 5 月完工并投入
运行。

“我们研究院由安光所 、等离
子体所 、固体所 、智能所 、强磁场中
心 、核能安全所 、健康所 7 个研究
单元组成 ， 拥有 30 多个国家或省
部级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以及
10 余个大型实验平台 ，会聚两院院
士 、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 、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首席科学家 、 关键技术人才等
300 余名领军人才。 ”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黄晨光说。

依托雄厚的科研实力和集聚
的人才优势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和中国科大联合申请的 “合肥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 ” 于 2017 年正式
获批 。 除了全超导托卡马克 ，稳态

强磁场 、同步辐射等大科学装置已
经在科学中心投入运行 ，并陆续取
得重大突破。

“除了基础科学研究，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我们研
究院的重要目标之一。 ”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科技促进发展处处长邓国
庆介绍，“十三五”期间，该研究院有
162 项科技成果 ，涉及节能环保 、医
疗健康、新材料、高端装备及现代农
业等重点领域 ， 评估作价 6.21 亿
元 ， 成立了 68 家科技型的小微企
业，在助推经济发展、拉动地方就业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量子科技位于当今世界科技
最前沿 ，中科大量子通信研究更在
国际上处于领跑地位。 为抢占量子
科技制高点 ，并推动量子信息技术
走向产业化 ，我省把创建量子信息
科学国家实验室作为科技创新 “一
号工程 ”， 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培
育量子技术领域各类人才 ，引导更
多量子技术科研成果在安徽进行
转化。

作为量子信息技术产业化的
开拓者 、实践者和引领者 ，位于合
肥市高新区的科大国盾量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少数具有大
规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设计 、供货
和部署全能力的企业之一。 科大国
盾量子副总工程师 、研发总监唐世
彪说 ： “我们为政务 、金融 、电力等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领域
提供全方位的量子保密通信组网
及量子安全应用解决方案 ，服务于
世界首条远距离量子保密通信 ‘京
沪干线 ’，并为 ‘墨子号 ’量子卫星
提供小型化可移动地面接收站。 ”

近年来 ，科大国盾量子研制出
“经典—量子波分复用 ”技术 ，使得
量子信号与经典信号复用同一条
光纤传输 ，大幅度降低了量子网络

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联合合作伙伴
推出量子安全通话 、量子安全电子
印章等 ，进一步拓展量子安全产品
应用 。 “我们通过自主 、合作研发 ，
在一些 ‘卡脖子 ’的关键元器件核
心零部件上打破了国外垄断 。 ”唐
世彪介绍 ，目前 ，该公司正牵头或
参与近 30 项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
密码行业标准 、通信行业标准的制
定 ，在国际相关标准化机构制定量
子通信标准方面发挥“中国力量”。

芜湖：锻造核心竞争力

■ 本报记者 吴量亮

“只有飞翔才能体现天空的价
值”， 这是芜湖市湾沚区一处飞机雕
塑的标语。 如今，“芜湖造”通用飞机，
已一飞冲天。

1 月 20 日上午，记者来到中电科
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宽敞明
亮的总装车间里，技术人员正在不同
的工位装配部件。 机库里，一排排崭
新的双发四座的通用飞机整齐排列，
正待试飞。

“公司统筹各类资源向主业聚
集，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国产化进程
以及新机型研发，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 ”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
公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周艳说。 近期
公司完成了全自主国产轻型通用飞
机 CA42 的审定试飞， 预计一季度可
完成 TC（型号合格证 ）的取证工作 。
此外，国产双发长航时无人机电科翔
云 II 也在稳步推进，并于去年底顺利
完成首飞。 在飞行作业领域，公司与
芜湖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等多家单位达成合作协议，利用 MPP
多用途飞机平台来进行地理测绘、森
林防火、汛期巡查等工作。

“今年， 公司将继续开展新机型
的研制工作，形成‘有人机+无人机’
双产品线发展新格局 。 在产品多元
化、 多样化上下功夫 ， 丰富产品谱
系。 ”周艳说，“目前，在飞行培训领域
我们已经具有一定竞争力，后续我们
将继续优化产品， 提高服务水平，让
通航飞机‘飞起来’‘热起来’，让创新
成果更好地惠及百姓。 ”

无人驾驶 、兼具最高 80 公里每
小时的速度与平稳性 、 一辆车也可
编组……1 月 20 日下午， 在位于芜
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车浦镇庞巴
迪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 记者体验了
自动导向轨道交通 ， 乘坐感觉平稳
舒适。

中车浦镇庞巴迪公司研发中心
副总工程师李辉光说，作为从事单轨
和 APM 胶轮轨道交通车辆及系统设
计、生产、集成与销售的专业公司，企
业坚持自主创新、开放创新和协同创

新，持续完善技术创新体系 ，不断提
升技术创新能力，建设世界领先的轨
道交通装备产品技术平台和制造基
地，胶轮整车技术和核心机电系统集
成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够适应
各种复杂的地理环境，满足多样化的
市场需求。

据介绍 ，日前 ，中车浦镇庞巴迪
公司泰国曼谷金线自动导向轨道交
通项目成果出口交付，该项目是企业
第一个出口项目交付，也是我省首个
出口的轨道交通整车项目、我国首个
胶轮轨道系统整车出口项目。

“胶轮系统振动小、噪音低；采用
先进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运行更
加平稳可靠， 减轻了司乘人员压力、
降低了运营成本； 项目建设周期短、
造价低，同比地铁降低约 1/3 至 1/2。”
李辉光说。

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城市创
新能级大幅提升。 2020 年，芜湖市城
市创新能力在全国创新型城市中列
第 25 位，较 2019 年跃升 4 位。

“近年来 ，芜湖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 、 科技自立自强 ， 奋力下好创新
‘先手棋’，政策供给持续优化 ，先行
先试取得突破。 ”芜湖市科技局副局
长辛立民介绍，“十三五 ”以来 ，芜湖
市先后出台 《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
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实施办法 》
《芜湖市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等一批改革创新政策举措 ，构建
了 《关于加快推进芜湖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政策 》《芜湖市
扶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创新创业
实施办法 》 等创新发展扶持政策体
系 ， 每年兑现自主创新政策奖补资
金 2 亿元以上。

政策扶持有力有效，创新成果竞
相涌现 。 奇瑞第三代 1.6TGDI 发动
机、 海螺碳捕集纯化技术 、 埃夫特
ER16L-C20 喷涂机器人、航瑞航空发
动机、航天特种电缆厂航空航天用特
种电缆、雄狮智能互联技术……芜湖
市在机器人、通用航空 、新能源汽车
等领域已取得一批重大技术突破。 目
前，芜湖市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41 件，连续 9 年位居全省第一。

蚌埠：打造创新“强磁场”

■ 本报记者 郑莉

1 月 20 日 ，记者随 “喜迎全省
‘两会’ 共话美好安徽”主题采访团
来到蚌埠，走进这座素有“玻璃城”
美誉的城市。

位于蚌埠市高新区的安徽鸿程
光电有限公司是鸿合科技在蚌埠设
立的全资子公司。 “鸿程光电利用已
有的自然人机交互技术等智能交互
显示产业技术、 资源及全产业链优
势在蚌埠高新区投资建设鸿合交互
式显示产业基地项目。 ”鸿程广电生
产经营中心总经理彭辉告诉记者，
项目主要生产及销售无线手写板、
交互式电子白板、智能交互平板、智
能交互黑板、视频展示台、手写屏、
投影机、 软件光盘等产品。 总投资
10 亿元， 其中一期投资 2 亿元，占
地 7 万平方米。

电子大屏幕上有菜单、选择、软
笔、 橡皮等众多选项， 用手触控一
下，便能轻松“变”出各类教学工具。
在成品测试区，工作人员在 86 英寸
的“电子黑板”上变魔术一样地点出
了量角尺、圆规等。 “电子黑板其实
是智能交互平板，通俗来说，就是液
晶电视搭配我们自主研发的触控方
案和教育软件， 主要应用于教育行
业，又称教育大屏。去年 5 月 8 日第
一台整机下线，去年底生产 6 万台。
预计今年基地产能将达到 20 万
台。 ”彭辉说，企业非常重视自主研
发和技术创新， 凭借着技术创新优
势，各类产品一直在迭代更新，目前
已经申请 400 多项专利。

科技是国之利器， 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一直把创
新作为加快发展的最大政策、 最大
动力的蚌埠市， 正在成为吸引新产
业的“强磁场”、新技术的“培育场”
和新模式的“试验场”。

“蚌埠市发挥高校科研院所技
术优势， 鼓励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
所联合开展技术难题攻关和成果转
化，攻克了一批技术难题，近年来涌
现出一批优秀科技成果。 ”蚌埠市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你见过薄如蝉翼的玻璃吗？1 月

20 日下午，在中国（安徽）自由贸易
试验区蚌埠片区展厅，超薄玻璃、导
电玻璃、高铝盖板玻璃、高温玻璃等
多种多样的产品吸引着参观者的目
光。 “2018 年，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
材料有限公司成功拉引出 0.12 毫米
世界最薄的超薄浮法电子玻璃，产
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实现中国显
示玻璃行业从跟跑、 并跑向领跑的
跨越。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2019 年， 全国首片完全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 8.5 代 TFT-LCD 玻璃基
板在蚌埠成功下线，填补国内空白。
2020 年 8 月，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
设计研究院在国内率先开发出 30
微米柔性可折叠玻璃， 实现了又一
项“卡脖子”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
持续创造玻璃新材料领域中国第
一、世界领先的成果。

依托于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
院和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浮法玻璃新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于 2010 年 12 月经国家科技部
批准建设，2015 年 7 月通过科技部
验收。 “实验室主要开展五个方向的
研究工作：高品质浮法玻璃、玻璃节
能与减排技术、玻璃功能膜材料设计
和镀制技术、玻璃新材料和特种玻璃
技术。 解决了玻璃领域多项技术难
题， 特别在电子信息显示用超薄玻
璃、TFT-LCD 基板玻璃、高强度盖板
玻璃、光伏玻璃、玻璃节能减排技术
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实
现了电子信息显示、海洋勘探、光伏
等多个领域关键材料的国产化。 ”实
验室相关负责同志表示，目前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省部级科技类
奖 9项，授权发明专利 120件。

基础研究见效慢， 原始创新需
要条件和场景， 需要持续不断的投
入，考验的是眼光。 “十三五”期间，
蚌埠市全社会研发投入由 2015 年
的 27.28 亿 元 增 长 至 2019 年 的
48.55 亿元 ， 较 “十二五 ” 末增长
78%，总量保持全省第 5 位、皖北第
1 位。通过企业自建，与高校、科研院
所共建等方式， 新增省级以上研发
平台 44 家，全市现有省级以上研发
平台 190 多家，数量居全省第 3 位。

·记者手记·

1月 20日，在安徽创新馆拍摄的维信诺柔性显示器。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1 月 20 日 ，蚌
埠国显科技有限公

司，工人正在检测显
示模组。该企业在全
球范围内提供显示

解决方案和服务支

持，中国（安徽）自由
贸易试验区正式揭

牌当天完成蚌埠片

区首单业务，金额达
140余万美元。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