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 合肥市滨湖国际会展中心 ，
科大讯飞公司展示人工智能自动

巡航检测跑道的产品。

▲ 位于合肥经开区的联宝科

技自动化流水线上， 工人正在
生产电脑主板。 （资料图片）

位于马鞍山经开区的蒙牛乳业 （马鞍山 ）有限公司智能化
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满足市场供应。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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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单表

4月 8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和优秀民营企业表彰暨推进“十四五”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

开局之年，民营经济发展吹响“冲锋号”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吴量亮

4 月的合肥，草长莺飞、春意盎然。
4 月 8 日上午，稻香楼宾馆东楼礼堂，全

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和优秀民营企业表彰暨
推进“十四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隆
重举行。 会议表彰了 100 名优秀民营企业家
和 100 家优秀民营企业。

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家们一
致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和此次大会要求，
抢抓发展机遇，坚定发展信心，以实招求实
效，奋力开创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集中表彰是荣誉更是激励

“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和优
秀民营企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断开拓
创新，争取更大成绩。 全省广大民营企业家
和民营企业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
样 ，大力弘扬 ‘新徽商精神 ’，抢抓发展机
遇 ，坚定发展信心 ，以恒心办恒业 ，心无旁
骛做实业……”

大会宣读了省委 、省政府 《关于表彰
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和优秀民营企业
的决定 》，彰显了党委 、政府对民营经济的
高度重视 ，对民营企业的关心支持 ，更是
“为 ‘自己人 ’办事就是办自己的事 ”理念
的生动实践。

获表彰的企业家们身披鲜红色绶带 ，
精神饱满地端坐在会场聆听大会。 在雄壮
的进行曲中， 获表彰的企业家代表上台领
奖，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现场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

获表彰企业家代表与相关市县政府、省
直部门负责人相继作了表态发言，大家对安
徽民营经济发展成就感到振奋，对未来发展
前景充满信心。

对于企业的成长与发展，科大讯飞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十分感慨：“一路走
来，我愈发感觉到，正是因为赶上了好时代，
科大讯飞才有今天的跨越式发展；正是因为
国家重视科技创新、安徽注重打造科技创新
策源地，科大讯飞才能勇立潮头。 ”他表示，
期待与众多民营企业家们共同打造新时代
中国徽商的全新版图。

真招实措直击民营经济痛点堵点

为“自己人”吹冲锋号，我省出台了真招
实措。 会议公布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
激发民营企业创业热情成就企业家创意创
新创造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 《若干意见》从尊重和成全企业立场出
发，瞄准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围绕搭平台、

优环境、强服务等方面，拿出了让民营企业
家“可感受”的政策干货。

《若干意见》分为 6 个方面 25 条，内容
务实具体。 如激发创意热情，搭建创意梦想
互相碰撞、 资源要素互动耦合的创意平台；
回应企业家们最关注的难点痛点———用地、
人才、资金等要素，给予政策支持；提出厚待
企业家，对省授予称号和表扬的优秀民营企
业法定代表人、优秀民营企业家发放“徽商
服务卡”，比照“江淮优才卡”享受未成年人
子女入学、申请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等有关优
待服务；围绕提高审批服务效率、企业诉求
反馈、 健全法治环境和政商关系等方面，提
出一系列制度与举措，不断提升企业家的公
平感、舒适感、安全感。

与会企业家十分关注新政策，不时划线
注释，提笔记录。

“高规格、大规模的民营经济发展大会，
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 ”

“表彰优秀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对我们
来说既是荣誉，更是责任。 ”

“新出台的 《若干意见 》体现了政策的
延续性、开创性，所写的都是我们企业家关

注的。 ”
……
采访中，与会企业家们的激动心情溢于

言表。
“政府搭建了好平台，提供了优质服务

保障，修炼内功还需靠民营企业自身。 ”在阳
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看来 ，
‘十四五’的五年，将是民营经济最有发展潜
力的黄金五年。 我们要用壮士断腕的决心，
去拥抱变革，去艰苦奋斗，去创新创造，提升
核心竞争力， 在新征程中再开发展新局，再
立时代新功！ ”

打通服务民企“最后一公里”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根据要求，各市和
省有关单位将结合实际细化 《若干意见》政
策措施，于今年 6 月底前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并向社会公布。

“作为省民营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在
单位，省经信厅将当好‘娘家人’，办好为‘自
己人’服务的事，发挥好政策引导作用、企业

主体作用、协调联动作用、考核‘指挥棒’作
用，推动全省民营经济再上新台阶、再创新
辉煌。 ”省经信厅厅长牛弩韬说。坚持上下联
动，充分发挥经信部门熟悉产业、贴近行业、
了解企业的优势， 与民营企业站在一起、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常态化推进“四送一服”，
开展“十行千亿万企”融资行动，打好政策组
合拳，提升企业获得感。

围绕如何推动政策落地，更好发挥工商
联的桥梁纽带作用，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
工商联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缪学刚表示，
将引导民营企业家、行业商协会积极建言献
策，参与政策制定，畅通决策谋划“最先一公
里”；完善民营企业家季度座谈会、工商联直
通车、民营企业调查点等工作机制，了解民
营企业的困难诉求，及时反映政策执行中的
痛点、堵点和体制机制障碍，打通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里”。

狠抓各项政策兑现落实，切实帮助民营
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必将让广大民营企
业感受到如沐春风般的温暖和贴心，让民营
经济创新源泉在江淮大地充分涌流，让民营
经济创造活力在安徽充分迸发，汇聚起建设
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磅礴力量。

合肥市政府党组书记罗云峰：

用心用情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 吴量亮

2020 年， 合肥市民营经济增加值首次突
破 5000 亿元、诞生全省首家营收超千亿元民
企，民营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70%，
对全省民营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35%。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合肥市牢固树立 ‘为自己人办事就是办自己
的事’的理念，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做大规
模、做强实体；坚定不移推动民企依靠创新赢
得优势、赢得未来；坚定不移与民营企业想在
一起、 干在一起进一步凝聚支持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合力， 民营经济发展不断实现新
突破。 ”合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罗
云峰说。

据介绍， 合肥市引导民企加快高端、智
能、绿色转型，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单项冠
军”“隐形冠军”企业。 去年该市新增 15 户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加大民企贷款贴
息力度，首创“技改贷”，扩大“税融通”、续贷
过桥规模。 去年该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
21.8%， 贷款利率下降 0.86 个百分点， 惠及

26.8 万户民营小微企业。 深入开展 “四送一
服”双千工程，点对点为企业纾困解难。 去年
该市民营经济进出口额增长 21%。 去年该市
民企研发投入增长 39.8%， 涌现空气成像技
术、重组亚单位疫苗、太赫兹测温一体机、AI
辅诊系统等一批创新产品。

“合肥将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 ’，更加用
心用情用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 让民营企
业家备受尊重 、民营企业倍有信心 、民营经
济倍加壮大 。 ”罗云峰表示 ，合肥将对标国
际一流和全国标杆城市 ， 持续迭代优化政
务服务地图 ，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
营商环境。 把创新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关
键变量 ”“最大增量 ”，支持民企加强核心技
术储备和联合攻关， 促进生产组织创新、技
术创新 、市场创新 。 坚持问计于企 ，健全企
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 ， 狠抓政策落
地见效，打造更有温度的政策环境。 推深做
实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制度和派单督办
机制 ，促进人才 、资本 、数据等要素资源向
民营企业集聚， 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放
心投资、安心经营。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好时代成就企业跨越式发展

■ 本报记者 吴量亮

“2020 年，在美国‘卡脖子’的情况下，我们仍在人工智能领
域取得 11 项世界冠军，公司利润同比增长 66%，收入、利润、现
金流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4 月 8 日，在全省优秀民营企业家和
优秀民营企业表彰暨推进“十四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
作为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
发言时亮出的“家底”振奋人心。

1999 年，刘庆峰以在校大学生身份创立科大讯飞，企业历经
5 年达到盈亏平衡，历经 10 年在深交所上市，成为全国首家在校
大学生创业上市公司。多年来，科大讯飞坚持自主创新，加强科技
攻关，通过算法突破，使人工智能技术深入教育、医疗、企业数字
化转型等关键领域，实现产业化应用。 2017 年，科大讯飞入选首
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并获批建设我国首个认知
智能国家重点实验室。

“22 年来，我们抱着‘让机器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的产
业理想，全身心投入科技创新，在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领域核心
技术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 ”刘庆峰认为，未来的
产业发展和大国竞争是产业链和产业生态之间的竞争。 “我们将
发挥创新优势，助力安徽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发挥引领作用，助
力构建人工智能产业链生态；加速成果转化，助力人工智能产业
化应用。 ”

据介绍， 科大讯飞创新拓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各场景上的应
用，开放平台已经开放 AI 技术能力和方案 397 项，接入开发者团
队 193 万个，研发应用 104 万个。企业提出的目标是，让人工智能
像水和电一样，应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皖南山区的工人子弟，到在校创业的大学生，再到深耕人
工智能领域的创业企业家，一路走来，我愈发感觉到正是因为赶
上了好时代，科大讯飞才有今天的跨越式发展；正是因为国家重
视科技创新、安徽注重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科大讯飞才能勇立
潮头。 ”刘庆峰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期待与众多民营企业家
们，共同打造新时代中国徽商的全新版图。 ”

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

聚焦主业打造核心竞争力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作为聚焦于清洁能源领域，专注于光伏、风电、储能等新能源
装备的研制、生产及应用推广的企业，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光伏逆变器产品，已占据全球 27%的市场份额，连续多年位
居全球第一；生产的风电变流器、储能系统、新能源电站系统、水
面光伏系统等，业务规模均已跻身国内第一。 2020 年，企业荣获
中国工业大奖，产值突破 200 亿元。

“公司这些年取得这些成就，与党委、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大
力支持密不可分。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仁贤说。 2018
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充分肯定了民营
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给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之后，从中央到
地方陆续出台、实施了一大批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安徽
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开展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倾听民营企业心
声， 及时制定出台了我省 《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
见》，干货满满，大大提振了民营企业的信心。

“阳光电源乘着这个春风，撸起袖子加油干，陆续启动了全球
创新中心建设项目和阳光产业园扩建项目，大幅提升研发创新和
产业化能力，竣工后新能源设备年产能将超过 1 亿千瓦。”曹仁贤
表示，公司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力争今年实现产值 300 亿元。
“十四五”期间，企业将紧紧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要求，积极
把握发展机会，聚焦光伏、风电、储能、电动汽车和充电桩、氢能这
一新能源行业主赛道，持续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力争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25%，到 2025 年突破 700 亿元，成为
“清洁电力转换技术全球领跑者”，为我省绿色低碳事业发展贡献
力量。

“党和政府给我们民营企业搭建了好的平台，提供了优质服
务和保障，民营经济发展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期，但修炼内
功还得靠自己。我们企业需要心无旁骛、聚焦主业，积极打造属于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曹仁贤说。

天长市市长贺家平:

当好“店小二”,增强民企获得感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2020 年， 天长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9.3 亿元，其中民营经济占比 80%，民营
经济税收占比 82.2%，经济总量位居全省
县级第四；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分类考核
连续 2 年蝉联第一。

“注重壮大培育，注重招大引强，注重
政策激励。 ”天长市市长贺家平用“三个注
重” 总结了该市坚持内培外引的做法经
验。 他表示，该市坚持抓大扶小原则，实施
龙头企业培育、瞪羚企业成长、小微企业
孵化工程，全方位激发企业活力，鼓励本
土企业快速做强做优； 实施攻坚行动，瞄
准发达地区，紧盯央企名企，实现引进一
个企业，带来一个产业，形成一个集群；建
立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政策体系，不论是
本土企业还是外商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
民企，只要新上项目都一视同仁给予政策
激励。

在要素保障上，天长市用活用足土地
增减挂政策， 去年盘活 1900 亩工业用地

和 18 万平方米厂房， 创新实施集体土地
综合利用，保障项目用地。 组建全省首家
科技担保公司，创新小微企业纯信用融资
产品“易信贷”，“绿色通道”办理工业厂房
权证，组建五大国有平台公司和三大产业
基金。 该市积极搭建创新平台，强化协同
创新，鼓励飞地创新。建成 1.7 万平方米人
才科创城和省内首家县级科技大市场，企
业通过线上平台与科研院所实现订单式
研发合作，去年完成技术交易 1.6 亿元。与
南京大学、 合工大等高校院所深化共建，
2020 年转化科技成果 30 项； 新增高新技
术企业 48 家，总数达 163 家。 支持企业在
大城市设立“飞地型”研发机构，目前已有
36 家企业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深圳
等地设立研发中心。

“围绕优化政务服务，我们努力当好
‘店小二’，强化企业帮扶，创新建立重点
企业帮扶专员、涉企问题清单、领导帮扶
‘坐诊会诊’、重点企业产需对接协调等帮
扶制度，及时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不断增
强民营企业获得感。 ”贺家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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