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局高端制造，进军智能制造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业内首款 360 度折叠的柔性
屏，同时内外折叠的三折屏，市场上
唯一的环绕屏……1 月 20 日，记者
走进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合肥
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 一款款柔性
AMOLED 屏幕令人目不暇接。 从笔
记本电脑到平板电脑， 从手机到穿
戴设备， 随着显示屏技术不断取得
革命性突破，更精致、更炫酷的终端
产品得以实现量产， 并走进百姓的
工作和生活。

“OLED 技术是国际上高技术领
域的竞争热点。维信诺坚持自主创
新 ， 从基础研究到中试生产再到
大规模量产 ， 稳步发展 OLED 技
术和产业 ， 掌握了多项 OLED 关
键技术 ， 目前拥有 8700 余件与
OLED 相关的专利。 ”合肥维信诺工
作人员介绍， 维信诺已负责制定或
修订了 4 项 OLED 国际标准， 主导
制定了 6 项 OLED 国家标准和 4 项
OLED 行业标准，站在国际竞争的制

高点上， 为我国 OLED 产业发展赢
得了话语权。

维 信 诺 合 肥 第 6 代 全 柔
AMOLED 生产线于 2018 年底启动，
是面向未来新型显示应用布局的柔
性 AMOLED 生产线，具备全产能高
端技术对应能力， 可为高端客户的
前沿产品打造特殊工艺路线， 提供
高端定制化服务。2020 年初，疫情突
如其来， 维信诺合肥生产线的上万
台套日、韩进口设备不能安装调试，
建设项目被迫停滞。

“我们公司在省内率先开展国
际包机，从 2020 年 6 月 4 日到 9 月
4 日， 圆满完成 5 批 6 架次、 累计
703 人的国际包机和转运防疫，顺利
协调外籍专家及时参与复工复产，
还帮助 23 家企业完成了国际人员
的复工承运。 ”合肥维信诺工作人员
说。 2020 年 12 月 7 日，该公司生产
线顺利点亮， 目前项目建设全面恢
复正常。

位于合肥市经开区的联宝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是联想集团在全球

最大的研发和制造基地， 也是安徽
最大的进出口企业， 年进出口额超
过 85 亿美元。 “世界每 8 台笔记本
电脑，就有 1 台由联宝制造。 ”联宝
科技公共事务总监钱莉介绍， 在研
发创新方面，该公司拥有一支专业、
高效的国际化研发团队， 目前累计
申请专利超过 1600 件。

“去年，疫情长期持续，居家在
线办公的需求为笔记本电脑销售提
供了商机， 但对我们的生产供应和
运营也提出了挑战。 ”联想集团副总
裁、联宝科技首席执行官柏鹏说，公
司在地方党委、政府帮助下，采取各
种措施积极应对，在 2020 年 3 月初
就实现满工满产， 成为合肥市首批
提前复工企业。 2020 年 9 月，该公
司自主设计建设的两条智能制造标
杆线———“哪吒线”和“水星线”正式
投产， 第一次实现笔记本电脑主板
生产线 90%的自动化率和整机组包
生产线 50%的自动化率。

随着智能化生产水平的提高 ，
联宝科技单日、单周、单月和单季的

出 货
量 不 断 刷

新 。 2020 年 12
月 29 日晚 19 时 52

分，一辆载着 3025 台笔记
本电脑的物流车顺利发货， 联宝科
技 2020 年度销售收入突破 1000 亿
元，合肥首家“千亿企业”从此诞生。

“创新是合肥的亮丽名片。 扎根
合肥， 我们公司获得了创新发展的
良好条件。 ”柏鹏说，合肥市的创新
创业环境吸引各方面人才尤其是电
子信息产业人才集聚， 为联宝科技
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受益于“芯
屏器合”的产业布局，联宝科技在芯
片、 屏幕等笔记本电脑的核心元素
上获得了充足的产品供应。 “展望
‘十四五’， 我们公司将在保持供应
链稳定的同时， 不断增强抗风险能
力，以营收千亿为起点，实现高质量
发展，打造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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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中抢机，打开新发展空间

■ 本报记者 郑莉

“云米冰箱，红烧肉怎么做？ ”“正
在为您寻找菜谱。 ”不一会儿，“能听
会说”的智能冰箱在冰箱门的触控显
示屏上呈现出一道道菜谱、食材清单
和制作步骤。 1 月 20 日下午，记者来
到蚌埠国显科技有限公司，在触控显
示屏智能家居应用领域展示区，看到
这有趣的一幕。 这是一家从事玻璃减
薄、触控显示模组等产品研发 、制造
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主要
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穿
戴等领域。 作为工信部指定的红外测
温枪关键器件生产厂家，公司的触控
显示屏在疫情期间订单大增，实现逆
势上扬。

国显科技是蚌埠市第一批复工复
产的企业。 虽然疫情给生产复工带来
很大影响，但是危中有机，2020 年，企
业制造水平和交付能力不断提升，二
期项目建设顺利，与京东方、LG、惠科
等知名企业的合作取得突破。“原有订
单量明显提升， 部分重要客户的订单
增长超过 100%，市场份额大幅提升，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近 30%，利润总额
翻一番，双双创企业历史新高。 ”蚌埠
国显科技副总甘明华告诉记者。

在蚌埠国显科技手机显示屏生
产车间，无尘车间秩序井然，自动化
生产线有条不紊， 员工戴着口罩、穿
着工作服来回穿梭。 “这里有 8 条生
产线，楼下还有 4 条，每条生产线平

均 3.8 秒至 4 秒就能生产出一片手机
显示屏。 年产能达到 5000 万片，每一
片屏是由哪些设备制造出来的，什么
时间制造的，全流程信息都能够实时
掌握。 ”甘明华说，企业将夯实智能制
造、信息化平台基础，加快人才引进，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整合
产业链资源，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实
现营业收入 100 亿元的目标，将国显
科技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显示模组
企业。

蚌埠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 ， 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抓住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着力壮
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围绕
突出硅基新材料、 生物基新材料、5G
通讯、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链 ，从提
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 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联动、落
实援企稳企惠企政策方面，出台具体
措施， 实现重点产业链全面复工复
产，推进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畅通。

1 月 22 日上午，记者来到蚌埠市
固镇经济开发区生物制造产业基地，
偌大的厂区里，厂房林立 、机器声隆
隆，一派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

“这里的厂区规划用地大约 6000
亩，计划用 5 年至 7 年时间 ，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约 150 亿元，重点打造丰
原（固镇）生物制造产业基地。 ”固镇
县相关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丰原集团目前已开发出行业领
先的菌种技术、发酵技术 、分离提取

技术，从根本
上解决了聚
乳酸材料的
成本和性能
问题，是国内
唯一一家可
以以玉米等
粮食作物或
者秸秆纤维
素为原料生
产聚乳酸切
片及聚乳酸下
游纤维制品和
聚酯产品的全产
业链的企业。 ”安徽
丰原集团董事长李荣
杰表示。

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发
展挑战，蚌埠市全力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守住“保”的底
线，筑牢“稳”的基础，保持“进”的态
势，稳住经济基本盘，保住民生底线，
牵住项目建设“牛鼻子”，不断培育和
壮大新的增长点， 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为实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加快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是蚌埠
新时代腾飞的需要。 ”蚌埠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诚表示，目前，蚌埠市正聚
焦硅基、 生物基新材料双轮驱动，打
造“双千亿”产业集群，建设世界级新
材料产业基地，全力打造“创新之城·
材料之都”。

奋进新征程 迈好第一步
■ 胡 旭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十四五”开局之年，处处展现出迈好第一步、扬帆
新征程的奋进姿态。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全省上下更须把握机遇，拉高标

杆，勠力奋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奋力推动经济
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

迈好第一步，要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
攻方向，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要聚焦“两新
一重”、先进制造业、民生保障等领域，加快重大项目
建设步伐，加快补齐短板，增强发展后劲。要坚持供
需两端协同发力，加快产业消费双升级步伐，持续
培育和拓展新的经济增长极。 要完善经济运行调
度、项目建设制度机制，坚持目标导向，完善动态
调度，使各项政策举措更加灵敏有效，以月保季、
以季保年， 确保实现经济社会主要发展目标落到
实处。

迈好第一步，要在打造“两地一区”上出实招，
见真章，求实效。 要紧紧咬定科技自立自强，畅通
科技成果产业化通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
创新并驱，奋力抢占更多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 要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
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空间和制度创新尖兵功

能， 迈出让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的改革步伐。 要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牵引，主
动布局彰显绿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以产业
发展绿色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市场主体在优化供给体系、 促进更高水平供
需循环中居于核心地位。 迈好第一步，要更加注重
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创造活力， 构建更加广泛、包
容、健全的中小微企业成长加速机制，让市场主体
活力汇聚为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要创新思路
举措，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提供应用场景支持，为
市场主体扶上马、送一程。要以“证照分离”改革全
覆盖试点为契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从更大
的深度和广度上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 凝聚
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
安徽的强大活力。

推进“双创”，
催生发展新动能

■ 本报记者 吴量亮

1 月 19 日， 记者来到无为市无城
镇黄汰村。 从负债累累的“空壳村”，到
芜湖市首批集体经济年收入达 50万元
以上的“培强村”，黄汰村通过发展现代
新型农业，不仅实现全村脱贫，也让该
村特色种植的品牌越来越响。

黄汰村蓝莓种植基地里， 盆栽的
果树即将开花。曾经，该村以种植水稻
为主，每亩利润也就几百元。 2017 年
该村建成了高标准大棚种植基地，先
后培育和引进了多家现代农业企业，
积极向现代新型农业转变， 目前已发
展蓝莓、火龙果、车厘子、薰衣草、蝴蝶
兰等特色果蔬种植。

“果蔬基地土地综合利用附加值
大大提升，村集体实现了地租、工薪、
分红和创业支持等多种收益，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黄汰村驻村
第一书记 、 扶贫工作队队长陈太华
告诉记者。 2019 年底全村就脱了贫，
村民人均纯收入突破 12000 元，村集
体经济达 52 万元。去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提高到 83.55 万元。 “现在，村里
企业每年光劳务工资都要发 100 多
万元。 ”

截至 2020 年底， 芜湖市贫困村
到村产业扶贫项目实现全覆盖，其中
16 个达到“一村一品”标准。贫困村村
均集体经济收入由 2014 年的 7.39 万
元增长到 2020 年底的 35.7 万元 ，其
中 24 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50
万元/年。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催生
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

1 月 21 日，记者来到国家级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芜湖弋江区青年创
业园。“我们已经在这里免费居住了三
年， 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生活配套都
很满意。”城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徐德告诉记者 ，2017 年来此创业
后， 他和创始团队成员享受了三年免
费入住人才公寓的政策。

“受益于良好的创业环境， 公司
2019 年 6 月成立，当年就立项研发 16
款 IGBT 模块产品， 实现营收 130 万
元；去年 7 月首批 IGBT 芯片下线，全

年销售收入超 2500 万元，今年收入目
标是突破 8000 万元。 ”瑞迪微电子有
限公司负责人陶少勇告诉记者， 公司
2019 年获得市级人才团队激励，2020
年获得省人才团队激励， 并获得芜湖
市人才团队股权投资 1000 万元。

芜湖弋江区青年创业园有关负责
人介绍，园区由三大功能区块组成，分
别是苗圃 (培育 )区、加速 (发展 )区、产
业 (示范 )区 ，现有签约入驻企业 147
家， 其中苗圃区为大学生创业的专属
园地， 入驻大学生创业项目 74 个；加
速区由高层次人才团队和海外留学人
员携带科研成果和创业项目进行孵
化， 已入驻小微科技型企业 52 家；产
业区既有由加速区成功孵化提升的项
目， 也有引进具备一定实力的知名示
范企业，目前有 21 家企业入驻。 从初
创项目到成熟企业， 园区已形成梯队
式培育发展的良好机制。

做好基层工作， 基层党组织能力
建设是关键。

1 月 21 日，记者来到弋江区澛港
街道中央城社区。小区 e 客厅里，中央
城社区党委书记吴明凤与支部书记、
群众代表座谈，共谋完善社区治理。

“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众人
的事众人商量。 ”吴明凤介绍，中央城
社区是集商住、安置、商业综合体为一
体的混合型大社区，人员多、居民群众
需求多样、管理难度大。 去年 5 月，社
区党委重点升级党支部活动室建设，
在小区楼栋打造多功能党群活动
室———e 客厅，为党群议事、社团活动
等就近就便提供阵地。 e 客厅里，支部
书记、委员每日坐班，进行民情收集、
政策宣传、邻里矛盾调解，参与业委会
筹备， 其中部分党员骨干成为业委会
成员和监事会成员。

2020 年以来，芜湖市委组织部牵
头在该市开展以 “党组织对群众有求
必应，群众对党组织一呼百应”为主要
内容的基层党组织示范创建工作。“两
应” 基层党组织示范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 全市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 围绕
“两应”目标真情服务群众、紧紧依靠
群众、深入动员群众，基层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记者手记·

茛 1 月 21 日 ， 在芜湖国家级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青年创业园 ，
创业者在测试新能源汽车 IGBT
芯片模块。 本报记者 吴文兵 摄

11月 2200日航拍的安徽创新馆。。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茛 1 月 21 日，蚌埠市大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卧式加工中心，工人在加工
精密机电产品。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