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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在合肥高新区发展历史上注定写
下不平凡的一笔。

战疫情、保发展、惠民生，每一步走来都颇多不易。
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区地区生产总值（GDP）

较“十二五”末翻一番；“十三五”期间，在全面落实减税降
费各项措施基础上，财政收入事项平稳增长。 全区市场主
体形成的财政总收入破千亿元 ，年均增长 17%，较 “十二
五” 时期增长 3.41 倍；2020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500 余
家，是 2015 年数据的 3.5 倍 ；“十三五 ”期间 ，自主培育的
上市、挂牌企业累计达 94 家。 其中首发上市公司 27 家，通
过并购重组上市的企业 15 家 ， 新三板累计挂牌企业 52
家；省股权交易中心科创版挂牌企业近 500 家。 “十三五”
期间全区市场主体超五万户，较“十二五”总数翻两番。

连续六年稳居第一方阵， 全省开发区综合考核评价位
居第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区，科技部批准建设
的全国十家“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合肥滨湖科学城创新引
领核。

合肥高新区将高质量发

展写在了实处， 用扎实的步
伐走出了 “中国声谷量子中
心”行稳致远的美丽路径。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

安置房中民生安。 从住有所居到住优所
居，这是高新区高标准建设安置房的思路。 园
区搭建智慧工地综合管理平台 ， 综合 BIM、
VR、二维码、实名制等信息化方式优化管理,采
用雨水收集、 光伏发电等绿色环保方式。 “十三
五”共开工安置房、公租房 23000多套，完工移交
9956套，永和家园三期西组团、南岗畅园、堰湖山
庄西组团等安置小区安置到户，南岗第二公租房
如期交付，惠及群众约 3万人。南岗惠园、城西桥
家园 A/B/C组团、永和家园北组团 5处、总面积
约 200万平方米安置房建设正加速推进。

公共设施服务好。 全面而优质的公共设施
是软指标，硬实力。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驶入快
车道，截至 2020 年底，共建成华地紫园“修远

小驿”、永和家园“南山书院”等城市阅读空间 5
处， 野生动物园等特色公安综合警务站 3 处，
实施天乐公园、蜀峰湾公园亮化……

优质教育布局快。 “十三五”共建成交付合
肥高新创新实验中学、 中加国际学校二期、海
棠路幼儿园等学校、 幼儿园 20 多所，不
断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全面推动教
育高质量发展。

卫生医疗体系全。 三级服务体系基
本形成，新增医疗机构 40家、三甲医院 2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5 个，累计拥有医
疗机构近 90 家，形成了以安徽医科大一
附院高新分院等三甲大型医疗机构为核
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骨干节点、门诊
部和诊所为补充的三级诊疗体系。

（费非）

合肥高新区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作为园区招商引资
和产业布局的重要标准。

截至 2019 年底，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已较

“十二五” 末翻一番。 规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16.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5%，高于全市水
平 1.5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增长 8.7%，高于全
国水平 9.7个百分点。 社消零总额增长 15.2%，

高于全市水平 6.5个百分点。预计 2020年地区
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公共财政收入等
主要经济指标，分别是“十二五”末的 2.17 倍、
1.57倍、1.37倍、1.98倍和 2.94倍，分别年均增长
14.6%、9.4%、6.5%、14.6%和 24.1%。市场主体达 5.4
万家、企业超 4.1 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500家，上市企业 43家、新三板 41家。

中国声谷，量子中心，生物医药，大数据产
业，属于合肥高新区的名片愈发靓丽。

培育战新产业，突破核心科技，这是合肥
高新区实现又“高”又“新”发展的两大杀手锏。

瞄准 5G，发布《合肥高新区 5G 产业发展
规划》，开展安徽省首例基于 5G（SA）移动远程
手术指导，发布中国首颗 5G毫米波滤波器。 聚
焦大数据，建设合肥大数据产业示范园、中国电
信大数据产业园，聚集市级大数据企业 453家，
占全市 61%，建成区域经济“大脑”。 发力区块
链，组建合肥市区块链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推动
区块链应用落地推广。

新经济企业—原创新兴产业—区域创新崛
起，是园区培育战新产业的内生发展路径。 中国
声谷、中国安全谷等“国”字号产业园区，获批建

设国家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安徽省智能语音、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高端
医疗器械、网络和信息安全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基地。 以平台为载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网络信息安全、量子信息等产业持续壮大。
截至 2019年底， 战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由“十二五”末的 50%提升至 70%。

现代服务业发达与否，是衡量经济结构是否
健康，发展能否持续的重要指标。 “十三五”期间，
合肥高新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连年增长，截
至 2019年底二、三产比重为 57：43，服务业营收
同比增长 15.4%，科学研究和技术、租赁和商务服
务等高技术服务业增速明显， 同比增长分别为
34.5%和 48.7%，服务业真正成为助力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力量。

创新是发展源泉，创新是根本动力。 合肥高新区将高端资源
引入园区，努力让优质产业从破土拔节到亭亭如盖。

合肥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国家侨梦苑、合肥国
际人才城等，截至 2019 年底，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数占全市的五
分之二、全省的五分之一。

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中科大高新校区、类脑智能国家工程实
验室，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院技术创新工程院，离子医学
中心、园区围绕“科学—技术—创新—产业”的创新发展需求，先后
将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基础核心科学平台、科研成果转化平台、产
业应用创新平台布局园区。 持续推进名校名所名企合作，聚集华为
人工智能研究院、 安徽大学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
近 40个，园区企业累计建成省级以上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
工业设计中心等平台 200 余个 。 园区 R&D 占 GDP 比重已达
9.1%，为高端创业创新埋下“千里伏线”，为园区产业发展的又“高”
又“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十三五”期间，合肥高新区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两次获得国务
院通报表彰，建成以中国声谷、中安创谷为代表的国家级产业园
区、众创空间、孵化器 20 余家，占全市 60%以上；打造了双创活动
品牌 “合创汇”； 聚集了股权投资基金 200 余支、 资金规模突破
2000 亿元，自主设立和参与设立了政府引导基金 29 只、基金总规
模近 500 亿元。

环境就是民生，蓝天也是幸福。 合肥高新区
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园区整体规划的关键
指标， 摒弃先污染后整理和边污染边治理的老
路，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主要的民生工程。

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 园区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成效明显 ，PM10 和 PM2.5 平均浓
度均值实现 “六年双下降 ”，三条市考断面水
质从劣Ⅴ类提升为Ⅲ类和Ⅳ类。 水和气污染
防治工作开展以来，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在
全市考核中均为优秀等级。 2016 年-2019 年，
高新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在各级抽查考核

中均为优秀。
创新生态治理举措。 园区率先编制《合肥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绿色发展规划》， 做优生
态文明顶层设计。 每年邀请院士、科学家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讲座，多形式开展环保宣教。 首
设“环保鼓励奖”和“环保技改奖”，以资金补贴
的方式鼓励园区企业对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
提标改造，累计兑现资金 3000 万元。 构筑 1+6
“环保智库”体系，提高环评效能，支撑政府科
学决策和企业精准治污。 开设“环保学校”，建
立企业互查互学和轮岗培训制度， 分类教学、

定制培训、实战考试。 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环
境监测体系， 建设工业三废智能过程监控系
统、大气污染物溯源监控等系统、重点河湖水
质在线监测系统、环保大数据平台等。 率先打
造环保领域名所合作平台，推动设立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合肥科技创新中心。

“十三五”期间，高新区获三项生态环保方
面国家级荣誉。 2018 年，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
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环保部联合表彰的
“全国环境保护先进集体”；2019 年， 高新区在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复查评估工作中被生态
环境部、 科技部、 商务部联合评为优秀等级；
2020 年，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获国务院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表彰的 “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现突出的集体”。

汇汇聚聚优优质质双双创创资资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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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量质齐升实现又“高”又“新”

突破核心技术掌握主动权 培育战新产业赢得话语权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扮靓青山绿水新园区

以人为本人民至上 精准打造“幸福高新”

科大讯飞：：飞扬的青春不打烊。。合肥高新区鸟瞰。。

中国声谷一角。。

�� 龙芯中科 （（合
肥））技术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通用

处理器芯片。。

中科大先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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