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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化解金融纠纷
■ 本报记者 何珂

近日，蚌埠市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驻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工作站
正式挂牌成立。

“我们会同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蚌
埠市司法局成立了蚌埠市金调委 ，自
2020 年 9 月 22 日挂牌以来，共调解金
融纠纷 36 件 ， 调解纠纷总金额共计
322 万元，为金融消费者减免利息及违
约金 90 余万元，办理司法确认 16 件。 ”
人民银行蚌埠市中心支行有关负责人
说，在金调委平稳运行基础上，成立了

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安徽自贸
区（蚌埠片区）工作站，努力提供“投诉＋
调解＋裁决”一站式解纷服务，着力打造
集普及知识、提供咨询、受理投诉、推动
自律、引导和解、主持调解、中立评估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金融咨询投诉中心、
金融知识宣教中心、金融为民服务中心
的新窗口。

安徽自贸区 （蚌埠片区 ）吸引了大
批优质企业和资金流入，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是金融支持自贸区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 据了解，传统的监管部门投诉
渠道仅受理个人投诉，企业往往只能选

择仲裁、诉讼途径解决纠纷，金调委驻
自贸区（蚌埠片区）工作站将积极落实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方针，让企业享
受到便捷、 专业的金融纠纷调节服务。
对于调解成功的，可根据需要申请司法
确认，赋予其法律强制执行力；对于调
解不成功的，不影响当事人另行选择诉
讼等其他方式解决纠纷。 同时，安徽自
贸区（蚌埠片区）工作站设立在银行机
构内，既能发挥金融机构高标准的服务
优势，又能有效地服务自贸区及辐射周
边金融消费者，将与金调委共同打造具
有市域特点、时代特征、蚌埠特色的金

融治理新模式。
“调解不收取当事人任何费用，不再

给金融消费者、 企业增加额外的经济负
担；运用工作站‘云上法庭’终端无缝对
接法院系统调解平台， 实现远程调解和
数字化办案，通过线上方式立案、调解、
司法确认，节省‘脚力成本’。 此外，还最
大限度减少纠纷负面影响， 调解协议不
需要公开， 减少了金融纠纷对金融消费
者、 企业今后正常开展经济金融活动的
负面影响。”蚌埠市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驻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工作站负
责人表示，对金融机构而言，极大节省了
诉讼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能有效盘
活不良贷款，为金融机构挽回损失；对司
法机关而言， 工作站坚持把非诉纠纷解
决机制挺在前面，通过“繁简分流”的方
式减轻了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 不断提
升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质效。

·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

省级股权投资基金完成投资 142.67亿元

近日， 记者从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获悉，2020 年省级股权投资基金共投
资项目 216 个 ， 完成项目投资金额
142.67 亿元 ，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84.78% ， 是 2019 年 项 目 投 资 金 额
（79.07 亿元）的 1.8 倍。

据了解 ，去年以来 ，省级股权投资
基金运营成效突出 。 其中 ，省 “三重一
创”产业发展基金母基金直投金额 8.7
亿元 ；省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 ）发展基
金母基金直投金额 4.15 亿元； 省农业
产业化发展基金母基金直投金额 0.45
亿元，引进和培育了含蔚来控股 、丰源
生物、云塔电子 、言知科技在内的一批
省内知名企业。 服务区域“更聚焦”，去
年省级股权投资基金在安徽自贸区范
围内累计设立子基金 26 只 ，占已设立

子基金总数的 44%； 累计募集到位资
金 68.39 亿元 ， 累计投资项目 233 个 ，
投资金额 49.32 亿元；在长三角中心区
域 （8 市 ）累计设立子基金 38 只 ，占已
设立子基金总数的 64%； 累计募集到
位资金 120.43 亿元，累计投资项目 301
个，投资金额 95.44 亿元。

此外， 省级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孵化
首发上市企业 14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8 家； 支持市县招引产业项目 72 个，直
接投资金额 32.64 亿元， 带动其他投资
269 亿元。 通过基金招商带动实体经济
产值近千亿元；特别是在量子通讯、集成
电路、陶铝新材料等领域投资了一批“硬
科技”“黑科技”产业项目，填补了众多科
创产业领域空白，补齐补强了产业链条。

（何珂）

精准招商，撬动经济增长新引擎
■ 本报记者 郑莉

走进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安徽
欢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数十台一米多高的工业机器人正灵活
舞动着机械手臂。这是一家从上海整体
“搬迁” 过来的企业，2019 年底签订框
架协议，2020 年 3 月正式投产， 当年 7
月产值就超过 2000 万元， 迅速跻身规
上企业。 “之所于取得这样的速度，主要
得益于这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企业
甚至可以‘拎包入住’，一落地就可以共
享标准化厂房、 办公场所等硬件设施，
还能共享手续待办等各种软服务。节省
大量时间和成本，企业才有精力去开拓
市场，短期就迈上快车道。 ”公司负责人
表示。

发展环境已成为招商引资的一块吸
铁石，成为构筑外向型经济的有力载体。
产业高地从无到有，投资客商纷至沓来。
2020 年，全省亿元以上在建省外投资项
目 5955 个 ， 实际到位资金 14104.7 亿
元，同比增长 12.5%。全省亿元以上在建
省外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超千亿元的
有六个市，分别为合肥、芜湖、滁州、马鞍
山、蚌埠、宣城。 其中，宣城市首次跻身
“千亿元俱乐部”。 全省新建亿元以上项
目 4221 个， 比去年同期增加 689 个，项
目数同比增长 19.5%。新建 10 亿元以上
大项目 364 个， 比去年同期增加 31 个,
项目数同比增长 9.3%。

2020 年 11 月，清华-中国工程院知
识智能联合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人工智
能研究院联合推出了 2020 年全球人工
智能最具创新力城市榜单，从 AI 基础创
新力和应用创新力两大维度考量， 合肥
以中国 Top4 入围全球 47 强。 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中国声谷入园企业已达 942
家，基地产值约 840 亿元。产业基地的知
名度与日俱增 ， 人工智能优质项目闻
“声”而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势能强劲。

“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 才能推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发

展。”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处副处长阮华
彪表示。

着眼有市场前景的产业方向， 我省
聚焦产业链核心环节，瞄准产业前景好、
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 我省开展精准
招商、 产业链招商、 专业化招商。 2020
年， 全省亿元以上在建省外投资项目到
位资金在三次产业分布为 3.2%、68.1%
和 28.7%。 一产、二产增势强劲，三产增
势良好。一产项目 270 个，实际到位资金
449.4 亿元，同比增长 29.2%。 二产项目
4385 个， 实际到位资金 9600.5 亿元，同
比增长 13.9%；其中化工、装备制造业和
其他制造业增势强劲， 同比增幅分别为
24.9%、24.2%和 22.6%。 三产项目 1300
个，实际到位资金 4054.7 亿元 ，同比增
长 7.8%；其中金融业和文化娱乐增势迅
猛，同比增幅分别为 76.5%和 53.9%。

2020 年， 皖南示范区 35 家企业参
加第十六届深圳文博会， 实现产品意向
交易 34.1 万元 ， 项目意向交易 910 万
元。 62 家文化企业参加第三届长三角文
博会，占全省参展企业总数的 45.6%，现
场销售金额 107 万元 ， 采购协议金额
1917 万元。15 个文化投资项目签约或达
成合作意向，投资总额 1.1 亿元，引进资
金 0.85 亿元。

招商不再单纯是“引进来”的问题，
说到底落脚点应是在 “合作 ”和 “共赢 ”
上。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我省各地进一
步承接产业集群式转移。 皖江示范区在
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 3899 个，实际
到位资金 9093 亿元， 同比增长 13.2%，
占全省比重 64.5%。 皖北六市在建亿元
以上省外投资项目 1766 个，实际到位资
金 4407 亿元 ，同比增长 12.8%，占全省
比重 31.2%。 皖西两市两县在建亿元以
上省外投资项目 964 个， 实际到位资金
1792.1 亿元，同比增长 20.3%，占全省比
重 12.7%。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在
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 2444 个，实际
到位资金 5324.6 亿元，同比增长 12.1%，
占全省比重 37.8%。

合肥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去年进出口货值 15.4亿元

随着一件件荷兰 ASML 光刻机维修
用零备件在合肥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入库整理上架，价值约 1.4 亿元的设
备、 零部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
了从仓库到海关业务正常办理的全过
程。“去年 12 月份，我们公司装修搬迁进
入合肥空港保税物流中心，在企业注册、
账册设立、开通分送集报、货物流转等多
项业务中， 海关都给予了大力指导和帮
助。 通过简化手续、创新方式，帮助我们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目前所有业务均顺
利开展。”新进驻合肥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的合肥顺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
贺盛表示。

据合肥新桥机场海关统计，2020 年
全年，合肥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 型）进

出口货值总计 15.4 亿元 ， 同比增长
58.3%，受理关单 3000 份，增长 141%。合
肥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 型）区域业务范
围高度契合合肥市“芯屏器合”产业发展
战略，20 余家国际、国内知名生产商、供
应链公司占用了 2 万余平方米的仓库，
将维修零备件、 生产原材料在物流中心
保税仓储，服务包括康宁玻璃、合肥联宝
等一批重点企业。

合肥新桥机场海关采取简化业务审
批层级、汇总征税、无纸化通关、分送集
报、卡口快速验放、视频监管等多项海关
便利化措施，充分满足保税货物“即进即
出”的需求，“管得住”而且“通得快”。 同
时，安排专人对接预约加班，为企业稳产
增量提供充分高效的服务保障。 （郑莉）

我省去年原煤产量超 1.1亿吨

记者 1 月 21 日从省能源局获悉，我
省 2020 年原煤产量累计 11055.51 万
吨，同比增加 67.09 万吨，优质产能持续
提高，煤矿安全生产稳中趋好。

截至 2020 年底， 全省共有煤矿 43
处。在受 2019 年化解过剩产能关闭退出
2 处煤矿、6 处煤矿产能核减和新冠肺炎
疫情等影响下， 我省去年全年原煤总产
量依然保持了正增长， 为保障全省能源
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统计， 仅去年
12 月， 全省原煤产量达到 945.77 万吨，
同比增加 40.08 万吨，增幅 1.44%。

近年来， 我省持续推进煤矿安全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开展煤矿机
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煤矿
安全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十三五”以来，
全省煤矿采 、 掘工作面数量分别下降
47.7%、62.5%， 单班下井作业人数减少
了 54%， 消除了单班入井超千人煤矿。
全省煤矿连续 6 年杜绝了较大及以上伤
亡事故，连续 6 年没有发生瓦斯事故，连
续 11 年没有发生瓦斯突出事故，“十三
五”期间，全省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分别下降 71%、78.3%。 （王弘毅）

··财经视窗··

■ 本报记者 汤超

我省围绕建设制造强省战略，持
续实施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培育工
程。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在区域性股权
交易市场“专精特新板”做大做强，省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自 2017 年 9 月以
来实施 “企业品牌提升 ”“投融资提
升”“高管素质提升”三大工程。 截至
目前，“专精特新板”累计挂牌企业达
634 家 ，融资覆盖率达 48.34% ，居省
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八大板块之首 ，
“专精特新板” 已成为我省区域股权
市场最具特色 、最具影响力 、成效最
显著的板块之一，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不断增强。

投融资提升

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对于企业而言，资金流关系生存
发展。 省股权服务小贷公司提供的
400 万元缓解了我们资金流压力 ，为
企业发展增添了资金动力。 ”安徽云
森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万森
日前高兴地对记者说。

安徽云森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肥西县桃花工业园 ， 是一家致
力于数字视频联网应用和大数据挖
掘分析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主
要从事安防工程系统集成生产研
发。 在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专精特
新板 ”挂牌后 ，获得省股权服务小贷
公司短期融资 400 万元。 目前，该公
司的智能监控设备箱和智能运维平
台在安徽省内安防行业运维方面的
市场占有率居第一位。

据省股交中心负责人介绍，投融
资提升工程为 “专精特新板 ”挂牌企
业集中开展价值评估、投融资需求摸
底及其他服务需求调查，综合企业价
值评估和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
资本对接会 、投融资路演 、金融产品
推介会 、 企业上市辅导见面会等活

动 ，帮助企业与银行 、担保 、证券 、保
险、投资等金融及类金融机构建立常
态化对接机制，及时做好融资辅导和
跟踪服务，进一步提高企业与金融机
构投融资对接的成功率。

在投融资提升工程带动下，我省
“专精特新板” 挂牌企业融资水平显
著提升。 省股交中心自创“价值评估
体系 ”，完成对 634 家 “专精特新板 ”
挂牌企业价值评估工作 ， 为其中具
有投资价值的 100 余家挂牌企业出
具 《价值评估报告》， 并推送给各类
合作机构。 邀请中国邮储银行、建设
银行、 工商银行等举办 12 场金融产
品推介活动 ， 帮助挂牌企业与金融
机构对接建立合作关系 。 依托省区
域资本市场路演中心，开展 4 场专场
路演，1 期线上集中路演展示 ， 向全
国投资者和上市公司推介 41 家 “专
精特新板”挂牌企业。

截至目前 ，通过股权质押 、银行
贷款、 定向增资等多种融资方式，累
计为 262 家 “专精特新板 ”挂牌企业
实现融资约 32.23 亿元 ，户均融资额
约 1157 万 元 ， 融 资 覆 盖 率 达
48.34%， 融资覆盖率和户均融资额
位居省区域股权市场第一位 ， 居全
国领先水平。

品牌提升

扩大挂牌企业影响力

“大家下午好！欢迎走进挂牌企
业节目 。 ”每周五下午 4 点到 5 点 ，
省股交中心会邀请 “专精特新 ”企业
走进直播间 ， 向听众分享企业的成
长故事。 广大听众通过《走进挂牌企
业 》节目 ，对 “专精特新 ”企业有了更
深入 、更全面的了解 ，扩大了企业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安徽大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9 年， 是一家主要从事于各
类体外诊断试剂研发 、 生产与销售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8 年挂牌

专精特新板 。 公司目前已累计取得
国家及省主管部门批准的体外诊断
试剂产品注册证 127 个。 同时，成立
合肥市 IVD 生化诊断试剂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 专业从事各类体外诊断
试剂的研发和生产 。 该公司董事长
表示 ： “在省股交中心挂牌以来 ，通
过对企业的宣传 ， 提升了我们在行
业内的影响力。 同时，中心开展的企
业管理 、股权融资 、人力资源等一系
列培训， 帮助我们登陆 ‘新三板’做
了充足准备。 ”

位于合肥市蜀山区的安徽众邦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挂牌 “专精特新
板 ”后 ，通过在股交中心开设的 “伯
乐商学院 ”“硅谷兄弟 ” 等课程的学
习， 公司实现了规范化、 系统化、标
准化 、科学化发展 ，公司的经营管理
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省股交中心
对挂牌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推介 ，
提升了企业形象 。 自去年 3 月份以
来 ，有关券商 、金融机构 、上市公司
多次到公司就融资 、 融智进行合作
洽谈， 公司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 ”
该公司负责人说。

为支持省股交中心符合条件的
挂牌企业尽早转板至高层次资本市
场 ， 省股交中心控股股东国元证券
积极参与挂牌企业转板孵化对接工
作 ，与省股交中心密切协作 ，规范做
好企业转板挂牌辅导服务。 其中，天
鹅家纺 、均益股份 、新雪莲 、广美药
业 、 陆行物流等 7 家企业均由国元
证券作为主办券商推荐挂牌。 另外，
尚有晨阳橡塑等近 30 家企业进入中
小板或“新三板 ”上市 (挂牌 )辅导期 ，
近 1000 家挂牌企业进入了我省上市
(挂牌 )企业储备资源库。

高管素质提升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专精特新板 ”挂牌企业目前已
初具规模 ，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

不仅需要技术 、管理 、营销等方面的
人才， 也需要懂得资本运作的人才，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保持活
力 ， 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坚实的人
才保证。

位于太湖县经济开发区的安徽
中磁高科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性能磁
性材料产品研发和创新的企业 ，在
“专精特新板” 挂牌后， 该企业高管
全程参与高管素质提升培训 ， 通过
参加多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
活动 ， 获得最前沿政策和市场信息
分享 。 公司董事长余登九说 ：“中心
为公司总经理 、董秘 、财务总监等高
级管理人员进行了系统的专项培
训， 带领公司管理人员走进深交所，
对接更高层次的资本市场 。 公司在
规范管理 、财务透明 、对接投融资项
目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未来希
望能借助省股交中心搭建的平台 ，
为企业的腾飞插上资本的翅膀。 ”

为系统提升 “专精特新 ”企业经
营管理水平 ， 省股交中心联合上海
交通大学 、 暨南大学等多家知名高
校 ， 合作举办董事长班 、 财务总监
班 、董事会秘书班 ，通过开展专题培
训 ， 组织走进交易所 、 走进上市公
司 、沙龙座谈 、企业走访问诊等学习
实践活动， 培养企业家的战略眼光、
全局思维、 品牌意识和资本理念，为
企业转板上市融资、 促进企业发展，
换理念、拓思路、找路径。 截至目前，
已举办 9 个班次培训班，共计 512 家
企业、1355 名高管参加培训，举办 55
次主题培训和 78 次学习实践活动 ，
切实提升了 “专精特新 ”企业家的资
本意识和运营水平。

据省股交中心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优化 “三大提升 ”工程 ，强化路
演推介和孵化培育 ， 帮助 “专精特
新 ”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早日走向
高层次资本市场 ， 吸引更多中小企
业走 “专精特新” 的快速发展之路，
为实现制造强省战略、建设美好安徽
做出更大贡献。

三大提升 赋能“专精特新”企业

1 月 19 日，位于马鞍
山经开区的颐海（马鞍山）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上 ，
工人们在赶制产品。 近年
来，马鞍山经开区(示范园
区)加大招商力度，陆续引
进一批知名高端食品企业

落户， 促进了园区绿色食
品产业提档升级。

特约摄影 王文生

本报通讯员 王治华 摄

绿色食品产业提档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