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吴量亮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全省汽车产量重新超

越 100 万辆，去年前 11 个月汽车
行业利润增长近八成

1 月 11 日 ， 奇瑞控股集团公布
2020 年度汽车销量“成绩单”。随着 12
月份以 11.57 万辆的月销量新高完美
收官，该集团 2020 年累计汽车销量达
到 73 万辆，其中出口 11.4 万辆，连续
18 年位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
奇瑞瑞虎 8 系列、 奇瑞控股捷途系列
双双成为年销量突破 10 万辆的爆款
车型。截至目前，奇瑞集团的全球汽车
用户累计达 905 万 ， 其中海外用户
170 万。

奇瑞集团不断向上的发展态势是
全省汽车产业发展的缩影。 去年，在全
国汽车行业下降 2%的形势下， 我省汽
车行业逆市上扬，贡献突出，全年实现
了生产、效益双增长。 我省去年累计实
现汽车产量 116.1 万辆 ， 同比增长
23.8%，产量占全国比重 4.6%，比 2019
年提高 1 个百分点。这也是全省汽车产
量时隔两年之后重新超越 100 万辆。

汽车产业是我省重要支柱产业 、
优势产业。 省经信厅汽车工业处处长
马翠兵介绍，去年，面对疫情带来的巨
大冲击，我省主动出击，扎实推进汽车
产业复工复产， 加快推进重点企业市
场化改革，主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积
极推进出台汽车消费政策， 汽车产业
快速复苏，逐月好转。

数据显示，去年，全省汽车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15.3%， 其中 12 月增长
17.4%。 合肥长安汽车贡献突出，全年
累 计 生 产 26.63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79.4%；奇瑞集团累计销量为 73 万辆
（省内约 49 万辆）； 江淮汽车销量为
45.3 万辆，同比增长 7.63%，其中商用
车销量 29.8 万辆，同比增长 15%。 效

益大幅提升，利润增长近八成。 1 月至
11 月，全省汽车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2447.67 亿元 ，同比增长 13.2% ；实现
利 润 总 额 63.5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8.7%。 预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600
亿元以上。

“对我省来说，经济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汽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量。 ”省经信厅厅长牛弩韬
说，汽车产业兼具了传统产业、优势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 ）和
未来产业（智能网联汽车）四大特质 ，
“实现制造强省，必先打造汽车强省。 ”

推进新能源汽车巩固提升

力争实现从跟跑到领跑

———去年， 全省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约 10.5 万辆， 占全国比重
为 7.7%

“2009 年，磷酸铁锂电芯的能量密
度只有 95Wh/Kg。经过努力，我们 2015
年 突 破 了 140Wh/Kg，2019 年 达 到
190Wh/Kg 并产业化 ， 去年初达到
200Wh/Kg，这次达到 210Wh/Kg！ ”1 月
8 日， 国轩高科发布两款重磅新品：磷
酸铁锂 210Wh/Kg 单体电池，再破电池
能量密度天花板， 达业界已知最高水
平 ；JTM 电池 ，再攻电池成本 、电芯适
应性难题。 新能源动力电池技术的不
断进步，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互相
促进、相得益彰。

“发展新能源汽车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 它既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
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抢占国际竞争
制高点的紧迫任务， 也是推动绿色发
展、促进节能减排、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的战略抉择。 ”牛弩韬说。

近年来， 我省相继出台系列政策
举措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 。
目前， 我省新能源汽车已具备一定先
发优势，形成了“关键核心零部件-整
车-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发展格局。 以

江淮、奇瑞、安凯为代表的整车企业不
断壮大， 以蔚来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
不断成长，以国轩高科、华霆、巨一为
代表的关键核心零部件有力支撑产业
链，形成了以合肥、芜湖企业为中心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去年，新能源汽车发力，对全省汽
车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 据省经
信厅对重点企业调度，2020 年全省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约 10.5 万辆，占全国
比重为 7.7%。 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
自疫情恢复后的 4 月跨越 3000 台之
后， 销量逐月攀升，12 月交付达 7007
台 ，全年累计销售 4.37 万辆 ，同比增
长 121%。 “十三五”期间，全省新能源
汽车总产量占全国比重为 9.81%，优
势明显。

省经信厅提出， 我省汽车产业将
认真贯彻国家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规划 （2021-2035）》，抢抓长三角产业
链协同发展战略机遇，苦练内功，外引
内联， 推动安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
源汽车产业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
越。 围绕“做大、做强、做优”汽车产业
的发展目标，坚持“电动化、网联化、智
能化”发展方向，大力推进节能汽车发
展、新能源汽车巩固提升、智能网联汽
车创新发展，力争 2025 年整车产量达
200 万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到
25%以上。

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

推动产业整体迈上中高端

———汽车正从单纯交通工具

向移动智能终端、 储能单元和数
字空间转变

星途揽月 390T， 是奇瑞高端品牌
“星途” 打造并于 1 月份最新下线的
“旗舰级”中大型 SUV。 该车搭载奇瑞
最新研发的 2.0TGDI 高功率发动机和
百度联合打造的 Lion4.0 雄狮智云系
统等， 使该款车不仅拥有动力澎湃的
强劲“心脏”，还拥有可实现深度人脸

识别、多模交互、远程家居物联等功能
的智慧“大脑 ”，展示了安徽汽车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果。

“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汽车发展方
向， 正引领着未来汽车产业的创新发
展。 ”牛弩韬说，“从发展趋势看，汽车
正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 、
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电动化、网
联化、 智能化已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
潮流和趋势。 汽车产业的发展不但发
展了自身，甚至改变了整个工业，改变
了世界。 ”

汽车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 技术
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产业，产业带动力
强，正成为萌生、孕育出推动社会经济
发展的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 模式创
新、业态创新、平台创新和“新基建”创
新新力量。

据了解，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汽
车制造已经发展成为一条产业链条
长、牵动性强、关联度广、技术要求高
的重要产业， 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
柱产业。 从经济贡献看，典型发达国家
都是汽车产业的大国和强国； 我国汽
车产业产值超过 9 万亿元， 对税收的
贡献超过 10%。 从就业带动看，汽车产
业（包括零部件在内）和相关产业的就
业比例关系是 1∶7，即汽车产业每增加
1 个就业岗位，就会带动相关产业增加
7 个就业岗位。 从技术应用看，汽车是
使用芯片最多的产品， 汽车产业是使
用工业机器人最多的产业， 全世界近
50%的工业机器人用在汽车制造业。

马翠兵表示 ，当前 ，我省以江淮 、
奇瑞、长安、安凯为代表的自主品牌基
础不断巩固， 以蔚来为代表的新造车
势力不断崛起，大众入股江淮、国轩高
科，开放合作实现新高度，以及逾两千
家零部件企业形成强有力支撑， 为安
徽汽车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据了解， 省经信厅正在组织编制
《安徽省“十四五”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 （2021-2023）》，计划重点围绕创新
能力提升、产业链协同发展、生态优化
等方面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工程， 推动
汽车产业整体迈上中高端。

22002200年，，安徽汽车产量达 111166..11万辆——————

年产超百万辆后，
汽车产业怎么干

省级煤矿监控平台防灾保安全

本报讯 （记者 王弘毅） 记者 1 月 21
日从省能源局获悉，省能源部门利用省级
网络平台建立了煤矿安全监控和人员定
位在线监管系统， 通过专网与 37 处国有
重点煤矿相连，对矿井瓦斯、一氧化碳、粉
尘、温度、风速和人员入井情况等相关参
数实时远程在线监测，在瓦斯灾害防治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介绍，目前，我省生产和建设矿井
中，高瓦斯和突出矿井占九成。在线监管
系统犹如监管部门的 “千里眼 ”，监管部

门可利用该系统实时查看煤矿井下作业
地点瓦斯动态数据， 还能通过调阅系统
储存的数据资料，查阅矿井瓦斯报警、超
限情况历史记录。 同时，系统对瓦斯异常
分析更有“洞察力”。 通过调取矿井瓦斯
异常地点附近区域多个传感器显示的动
态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可为瓦斯异常涌
出事故分析和追查提供有力参考， 对防
止煤矿逃避责任、 监测数据造假或瞒报
事故发挥了重要作用。

“船边直提”监管模式获实效

本报讯（记者 郑莉 ）记者 1 月 25 日
从合肥海关获悉， 合肥海关于 2020 年 8
月在铜陵口岸开展“船边直提”业务试点，
截至目前， 已为 2 家试点企业进口的 78
批、2040 箱次货物办理“船边直提”业务，
平均每批货物节省整体通关时间 8-11 小
时， 每个集装箱节约滞箱操作费 120 元，
累计为企业节省费用 24.48 万元。

“船边直提”业务在安徽省沿江口岸的
开展，主要针对水运进口转关货物，是通过
“提前申报、抵港核销、船边直提”实现企业
从船边直接接卸、提货。 这种通过船、车的

无缝对接， 由企业自行委派车辆直接在船
边提离货物直达工厂的模式， 大大减少了
码头堆存及转运货物的数量， 实现进口货
物从卸载作业到企业仓库间提箱的 “零等
待”，为码头和相关企业节省空间、时间和
物流成本，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据合肥海关口岸监管处姚剑处长介
绍，下一步，合肥海关将结合安徽省口岸
实际，进一步扩大“船边直提”业务，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尽早让更多符合条件
的企业享受更优质、更便捷的口岸监管和
港口服务。

足不出户办理原产地签证

本报讯（记者 郑莉）2020 年以来，
宣城海关积极推广原产地签证自助打
印、智能审核等便企措施，企业足不出
户就可以完成原产地证书打印。

位于绩溪县的安徽立兴化工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化工产品、化工原料等的生

产与销售，产品主要销往马来西亚、韩国
等多个国家。在自助打印推广前，企业需
到宣城海关现场打印产地证， 来回近
500公里，需要将近一天时间。 “现在，凭
海关签发的原产地证书， 公司出口产品
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可以获得 10%的

优惠关税甚至零关税的待遇。 同时海关
的系列便利化措施， 大大降低了办理时
间和经济成本， 大部分原产地证可自助
打印，完全‘零跑腿’。 ”安徽立兴化工有
限公司葛冬青介绍。

去年以来，宣城海关实行“一企一

策”，围绕企业出口产品和国别进行针
对性帮扶指导；指导企业备案，推出容
缺后补等便企措施，提升企业获得感；
加强政策宣传， 积极推广原产地签证
自助打印、智能审核等便利化举措，全
年签发各类原产地证 7825 份，签证金
额 21.5 亿元，为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
约 8859.6 万元，其中企业自助打印原
产地证书 1530 份 ，占比近 20%；智慧
审核推广一个月以来， 实现秒审原产
地证书近 700 份。

推动长三角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汤超 ）1 月 25 日 ，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
悉，安徽自贸试验区自获批建设以来，积
极对接上海 、江苏 、浙江自贸试验区 ，推
动长三角地区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 ，共
同打造对外开放高地。

主动对接交流。 积极谋划长三角自
贸试验区协同发展路径， 举办自贸试验
区建设工作专题培训班， 邀请长三角自
贸试验区有关专家来皖交流经验， 促进
长三角自贸试验区相互交流合作。 深化
产业合作。 推进与上海、浙江等自贸试验
区联动发展，深化与上海港合作，开通芜

湖—上海外港直达航线和直达日本货运
班轮，2020 年芜湖港完成吞吐量 1.35 亿
吨、增长 5.9%，投资 8 亿元打造在沪离岸
产业孵化平台； 合肥片区高新区块与杭
州高新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芜湖
片区与宁波国际合作， 共同打造数字港
项目和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健全和
沪苏浙的联动发展机制。 签订皖沪、皖浙
商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推动皖苏商务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尽早签订， 加快长三
角 “单一窗口 ”一体化合作建设 ，参与成
立长三角自贸试验区智库合作联盟 ，推
动资源、信息和成果互通共享。

我省去年网络零售额增长 8.1%

本报讯（记者 郑莉）记者日前从省商
务厅获悉，面对疫情冲击，我省始终扭住
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力保障生活必
需品供应， 着力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
放。 网络消费加快壮大，2020 年全年实现
网络零售额 2543 亿元，增长 8.1%，总量居
全国第 8 位。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省创新举办“皖
美汽车云端购”“皖美徽菜云端购”“皖美

家电云端购”“皖美好物云端购” 系列活
动， 全省举办各类消费促进活动 500 多
场。 组织开展安徽省“好网货”大赛、安徽
省网商大会，以及“电商直播年”、电商直
播大赛系列活动。 1 家企业被认定为全国
第二批数字商务企业 。 我省评选 2018-
2019 年度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32 家、
企业 53 家。 同时，我省还承办了全国零售
业创新发展现场会。

让农村群众喝上“放心水”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本报通讯员 陈伟

近年来，合肥市全力推进农村供水设
施建设与管理，全面保障农村群众尤其是
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农村自来水管网覆
盖 84 个乡镇 1285 个行政村，自来水普及
率达 97.6%，集中供水保证率 100%，供水
水质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居全省首位。

凛冬时节，走进地处江淮分水岭上的
长丰县双墩镇罗集社区， 打开水龙头，清
澈的自来水流了出来， 人们直接拿来洗
衣、做饭。可在早些年，当地群众饮用水主
要来自辖区小水厂，存在水质差、供水不
稳定等问题。

“2020 年，县供水集团收购了小水厂，
对管网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接入了六水厂
的水，水源稳定，水质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社区 5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用上了放心
水。 ”罗集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罗集社区的例子，只是该市保障农村
饮水安全的一个缩影。 “群众饮水安全无
小事。 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农村饮
水安全保障工作，将其列入民生工程和水
利扶贫工程，并持续推进实施。 ”合肥市水
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6 年以来， 合肥市围绕农村饮水
安全精准扶贫和巩固提升目标任务，编制
了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精准扶贫实施方
案》、《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十三五”规

划》和《农村居民供水安全保障规划》，大
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不断构建城
乡统筹的供水新格局。

三分建设，七分管护。 据介绍，合肥市
全面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印
发实施意见，落实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地方
政府的主体责任、水行政主管等部门的行
业监管责任、 供水单位的运行管理责任
“三个责任”；建立健全市、县级农村饮水
工程运行管理机构、运行管理办法和运行
管理经费“三项制度”。

“尤其是在 2019 年发生严重旱情 、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及特大洪涝灾害期
间，合肥市 65 处千人以上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对保障农村居民供水稳定和饮水安全发
挥了重要作用，农村供水秩序井然，全市未
出现 1 起区域性停水事件， 未出现 1 例群
众无水可喝情况。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全面再排查，一户不落下。 2020 年 3
月起，围绕饮用水水量、水质、用水方便程
度和供水保证率四项指标，该市开展贫困
人口再排查和动态清零行动，逐村、逐组、
逐户上门排查，未发现贫困户饮水不安全
问题。

据了解，“十三五”以来，合肥市财政
共投入资金 99495 万元，改扩建万吨以上
规模水厂 8 座，新建设 5 万吨以上规模水
厂 7 座， 巩固提升集中供水工程 127 处，
兼并整合小水厂 56 座， 新增和巩固提升
受益人口达 129.12 万人。

近年来， 合肥市全力推进农村供水设施建设和
管理，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农村自来水管网集中供水
保证率达 100%———

1 月 24 日，桐城市龙眠街
道龙眠村工人在车间制作黄

栗豆腐。 当地利用丰富的山场
资源种植苦槠树，对其果实黄
栗进行深加工，生产黄栗淀粉
系列食品， 销到全省各地，去
年实现销售收入近百万元。

本报通讯员 叶海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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