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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区综合实力大幅跃升的背后
是改革的试水破冰， 点燃高质量发展
的引擎。

“蜀山的营商服务，让我对未来发
展信心十足。 ”一家外地建材企业想把
研发总部迁到蜀山， 需要 500 平方米
的办公用房， 区投资促进中心仅用 2
天就帮助企业找到了满意场地。

“亲”“清”之风沐浴营商环境，让
养人之地成为兴业沃土。 蜀山区把企
业所想、所难作为工作的发力点，以主
动服务让企业专注主业， 用全生命周

期服务保障服务链、集聚产业链，支持
企业做大做强。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 个工作
日内 ，“证照分离 ”“多证合一 ” 等多
项简政便民改革顺利落地，全力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 ”提升工程 ，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蜀山分厅 8874 项服务
上线使用 ，政务服务事项 “最多跑一
次 ”占比实现 100%，从推行 “三证合
一 ”，到 “五证合一 ”，再到 “多证合
一”， 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长……营
商环境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

新局面。
蜀山区先后出台 《蜀山区推进长

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十大行
动方案》等政策，打造 10 万平米“环境
科技大厦”载体，从房屋租赁补贴、企
业研发投入补贴、 科技创新奖励等方
面为环境企业发展提供针对性强、含
金量高的政策。 设立 1.16 亿元天使基
金，推出 2 亿元“战新贷”、1000 万“战
新券”金融产品，帮助企业快速成长、
健康发展。

（刘亚萍）

2020 年 11 月， 在新公布的 2019
年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评及县域
特色产业集群 （基地） 建设成效评估
中， 蜀山区位居安徽省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D 类第一名，再造发展新动能。

“十三五”以来，蜀山区主要经济指
标增速亮眼，发展态势喜人，经济社会
成效频频“上榜”“刷屏”，先后蝉联全国
综合实力、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投资潜
力、新型城镇化质量 5个“百强区”。

不断跳动的数字、 持续刷新的排
名， 见证蜀山区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2019 年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千亿元
大关 ，2020 年预计达 1050 亿元 ，为
2015 年的 2.3 倍，年均增长 7.5%。城镇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6 万余元。

五年来，全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次产业结构
由 1.1:28.7:70.2 调整为 0.3:16.1:83.6，
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凸显，数字经济、
电子商务、现代金融、文化创意等现代
服务业高速发展，“体格”更强健、含金
量更充足。 其中，数字经济规模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40%， 大数据企业
数量、 电子商务交易额位列四主城区
第一，金融和类金融机构近三百家，金
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16%，并成功获批全国首批国家文化出
口基地。 都市工业向高端化迈进，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
增加到 29%， 环境科技实力实现全省
第一。

一座积淀着精彩与荣光的城市， 在破立
并重中激发出新动能。

位于政务区的天鹅湖文化商务区 ，坐
落着商务楼宇 73 栋 ， 共有 35 家全球 500
强企业 ，32 家中国 500 强企业 ，47 家上市
公司，跃动着生机与活力。

按照发展战略 ， 天鹅湖文化商务区将
打造成现代商贸业 、金融服务业 、文化服务
业集聚的高端服务业发展中心 ， 将代表国
际化的合肥走向世界舞台。

蜀山区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深耕数字
经济试验区，大数据企业从 2017 年的 10 家
到 2019 年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已达
42.7%，市级认定大
数据企业累计达到
101 家 ， 位居四个
主 城 区 首
位。 开放经

济再上台阶，安徽 (蜀山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
园成为中国 （合肥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核心园区， 进出口总额由 9.9 亿美元增加
到 13.6 亿美元。

同时以数据赋能发展 ， 形成数
据生成 、开发 、服务和流通的大数据
生态系统。 当前，正在借助中国声谷
的技术 、人才 、产业资源等优势 ，与
省信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 共同打造中国声谷———
蜀山数字经济产业园。 截至目前，已
引进腾讯财付通 、 奥飞数据 、 新境

界、英特灵达等行业领军企业。
作为全省唯一获得“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殊荣的县区， 蜀山区培育发展文化出口企业
近百家， 其中龙头企业 17 家， 版权贸易、图

书 、动漫手游 、文化用品等
出口产品和服务辐射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一
带一路” 沿线 35 个国家开
展贸易往来，让越来越多的
优秀中华文化产品和服务
走向世界。

衡量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科技创新是重
要指标。 唯有创新，才能激发活力。

五年来，蜀山区坚持以创新驱动制造业发
展、以科技引领制造业发展，培育科技型企业
梯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新动能。

“十三五”时期，蜀山区各类创新成果硕
果累累，连续荣膺“国家科技创新百强区”称
号，2019 年全区获批市级数字经济产业创新
试验区，被市级认定大数据企业达 54 家，居
四中心城区之首。 目前，蜀山区高新技术企

业由 2015 年 91 家，增长到 2020 年 251
家，净增 160 家，年平均增长率达 22%。

5 年来， 全区共新增 14 家省市级
众创空间，4 家省市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 全区现有国家、省、市三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0 家， 省市级
技术创新中心 3 家、 院士工作站

10 家。 连续两年荣获全国 “科技创新百强
区”称号，排名从 38 位提升至 36 位。 创新
平台数量居主城区之最， 大气环境监测国
家工程实验室建成运行， 科学岛—蜀山经
济开发区、 环科大科创走廊等创新载体建
设稳步推进。

蜀山区以创新驱动支撑引领经济高质
量发展，奋力打造“中国环境谷”金招牌，走出
一条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道路。 支
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中水三
立等本地优秀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 组建了
大气环境污染监测先进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
实验室、 国家环境光学检测仪器工程技术中
心等 4个国家级科研平台， 以及城市污染物
转化重点实验室、 水环境治理及污染控制院
士工作站等 20个省级科研平台，形成良好环
保技术研发环境，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同时，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申报，全区授权环
保类专利数量不断增长，2019年达 460件，增长
近 25%，“工业园区有毒有害气体光学监测技术
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目标既定，势必达成。 当前，“中国环境
谷” 已拥有 24 个环境领域国家及省级科研
机构及平台，环境产业上下游规模以上企业
100 多家，基本形成“环保技术研发—核心基
础零部件生产—环保装备制造—环境治理、
环保工程及环保服务” 等较为完整的产业
链。 在 2019 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产业
合作示范园区评估中，蜀山区环境产业合作
示范园区成为全省唯一获评优秀的单位。

瞄准未来，蜀山区还将运河新城 6.34 平
方公里产业用地，全力推进“环境科技小镇”
建设， 重点引进高端环保装备制造类企业，
为“中国环境谷”赋能扩容。

�� 砥砺前行、、开拓创新。。 ““十三五””时期，，合肥市蜀山区聚焦““魅力蜀
山、、首创之区””发展定位和高水平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奋楫争先，，顽
强拼搏，，国内一流现代化城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这是奋斗的五年，，又是辉煌的五年。。 五年来，，全区综合实力大幅跃
升，，科技创新硕果累累，，重点领域改革破冰攻坚，，全方位开放蹄疾步稳。。
蜀山，，书写出新时代发展征程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环保产业协同驱动 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

政务营商再优化 企业扩容提质“新变化”

产业经济“生态圈” 引领城区发展“新格局”

蝉联“五个百强区”
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

长安汽车生产车间内技术工人加紧复工复产。

中国环境谷环境大厦展厅。。

中国（（合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合肥万象城打造首家 55GG 信号全屋覆盖商业综合体。。

全国首届环境监（（检））测协会标准化
工作会议在蜀山区召开。。

举办银企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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