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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激活“第一动力”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新中国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跃升， 科技创新的力量功不
可没。

为加快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
国区域创新协调发展 ，2013 年科技部
在全国启动开展创新型省份建设试点
工作，当年 11 月，安徽省获批成为全国
第二个开展创新型省份建设试点工作
的省份。 经过 7 年多的努力，安徽创新
型省份建设交出了一份亮丽答卷：2020
年， 我省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98186 件，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5.4 件 ，
区域创新能力排名全国第 8 位，连续 9
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创新平台体系“立柱架梁”

2014 年初，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加
快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意见和“1+6”配套
政策，全面启动创新型省份建设试点工
作。7 年来，全省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化建
设取得显著进步，实现了从“夯基垒台”
向“立柱架梁”的转变。 国家实验室、合
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
城、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省“五个一”创新主平台
建设初见成效，国家实验室建设取得决
定性进展，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获
批建设，国家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合肥分
中心正式开通试运行，合肥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稳步推进。 大
科学装置形成了“3+4+4”建设格局，即
已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 稳态强磁场、
同步辐射等 3 个装置，正在推进建设聚
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 4
个装置，谋划建设合肥先进光源等 4 个
装置。 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已建成各类
国家级研发平台 210 家，“一室一中心”
28 家，省重点实验室 175 家，省级以上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34 家，院士工作站
62 家。 安徽，已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布局的重要省份。

随着创新型省份建设的不断推进，
我省以创新型省份为引领，以创新型城
市、创新型县（市）、创新型乡镇为支撑，
皖江、皖北、皖南、大别山区竞相发展，
逐步形成了“一圈五区”各具特色的区

域创新发展格局。

重大科技成果“多点开花”

中科大潘建伟团队成功构建 76 个
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求解数
学算法“高斯玻色取样”只需 200 秒，而
目前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要用 6 亿
年；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重
大工程在法国该组织总部安装启动，合
肥“科学岛”自主研制的 ITER 计划校正
场首批线圈暨法国 WEST 装置偏滤器
关键部件成功交付……创新发展的安
徽正在一个又一个科研领域实现着从
“跟跑并跑”转向“并跑领跑”的跨越。

2014年至2019年， 我省累计有68项
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1239项科技
成果获得省科技奖，合肥居中国入选“全
球AI最具创新力城市”第4位。“九章”量子
计算机和 “嫦娥钢”“质子刀”“量子显微
镜”“墨子号” 实验卫星等一批重大创新
成果相继问世。 特别是在量子科技领域，
多个研究团队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
子精密测量等多个方向， 实现了重大科
技成果“多点开花”，“九章”量子使我国成
为全球第二个实现 “量子优越性” 的国
家， 单自旋量子精密测量谱仪等量子测
控产品打破国外垄断， 基于合肥先进计
算中心的量子计算“双创”平台于2020年
12月25日成功上线， 国内首个量子钻石
原子力显微镜实现产业化落地， 呈现出
“起步即提速，开局就争先”的蓬勃发展
态势。此外，我省还瞄准“卡脖子”技术，在
动态存储芯片、陶铝新材料、超薄玻璃等
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原创成果。

新兴产业集群“异军突起”

随着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深入推进，
科技高质量支撑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日
益突出。 2020 年， 高新技术企业已达
8559 家，较 2013 年净增 6541 家，居全
国第 10 位；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43.8%，较 2013 年提高 8.6 个百分点；规
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增加值分别
比 2013 年增长 1.64 倍、1.56 倍。 全省建
成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 家、
农业科技园区 45 家，省级以上科技企业

孵 化 器
113 家、 众创
空间 220 家。

以集成电路、新型显
示 、 人工智能等为
代表的“芯屏器合 ”
产业体系已经成为
安徽的崭新名片 ：
“芯 ”———长鑫公司
自主研发的动态随
机存取存储芯片实
现量产；“屏”———合
肥京东方全球首条
最高世代线第 10.5
代线正式量产，蚌埠
玻璃院自主研发的
8.5 代超薄浮法玻璃
基板成功国产；“器”———
应流集团研制的航空发动机
用单晶叶片打破国外垄断，六轴机
器人产量居世界首位；“合”———科大讯
飞研制出世界唯一让机器达到真人说话
水平的语音合成系统。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安徽省在 “江
淮 ”“奇瑞 ”基础上 ，新集聚了大众 （安
徽）、蔚来汽车、比亚迪等领军车企 ，初
步构建了整车-电池-电机-电控的全产
业链， 未来几年将培育和形成 5000 亿
元级以上产业集群。

今日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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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芜蚌：
创新发展领头雁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北京有个中关村，安徽有个“合芜蚌”。 自从 2008 年 10
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的重大决策以来，合芜蚌便成为引领安徽自主创新、加
速崛起的重要引擎。

2009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科技部牵头的部际协
调小组推进合芜蚌试验区工作， 合芜蚌试验区进入国家推进
层面。2011 年 7 月，国务院批准同意合芜蚌试验区参照中关村
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 在激励机制
上先行先试。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是国家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2015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点
的总体方案》，确立我省依托合肥、芜湖、蚌埠开展先行先试，合
芜蚌成为全国 8 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之一。 2016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合肥、芜湖和蚌埠国家高新区建设
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20 年， 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现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5.2%和 13.8%，分别占全省
的 48%和 48.4%；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450.56 亿元，吸纳
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562.29 亿元，分别占全省总量的 74.8%和
49.7%；全年新增发明专利授权 11167 件，截至 2020 年底共
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55720 件；合肥、芜湖、蚌埠高新区在最新
的全国 169 家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 分别居第 10 位、40
位和 51 位。 示范区贡献了全省四成以上 GDP 和财政收入、
五成以上的科技成果以及六成以上的进出口，在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
致力于打造原始创新“强磁场”，合芜蚌示范区
涌现出一批新成果、新技术、新突破。 世界首条

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正式开通；
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
空， 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千公里级基
于纠缠的量子密钥分发； 自主研发
投产的动态随机存储芯片在全国率
先面世； 首款国产量子计算机操作
系统———“本源司南” 正式发布；一
款高性能 77GHz 毫米波芯片及模
组， 刷新了当前全球毫米波封装天
线最远探测距离的新纪录；0.12mm
世界最薄玻璃、 全国首块自主研制
的 8.5 代超薄浮法玻璃基板下线 ；
“嫦娥钢”保障“天问一号”在火星安

全着陆；为北斗导航系统提供 3000 多
套部件产品； 为高分七号卫星提供高性能

阻尼器等关键部件……示范区关键领域的创新
正在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迈进!
科技创新领先一步，产业发展领跑一路。 去年以来，在

全球疫情蔓延、供应链受阻困境下，合肥京东方却跑出了不
俗的成绩———3 条高世代线满产满销， 液晶屏行销全球，为
世界“显示”美好生活。 近年来，合芜蚌示范区聚焦集成电
路、新能源汽车、医疗大健康、工业互联网、装备制造等高端
前沿行业，以“新基建”支撑新动能，在做好原始创新的同
时，示范区引领高校和科研机构“沿途下蛋”，科技成果转化
水平明显提升，诞生了一批独角兽和潜在独角兽企业。 皖仪
科技、科大国盾、科威尔电源、会通新材料、通源环境、大地
熊新材料、江航装备等一批创新型企业在科创板挂牌上市。

中国科大：迁校入皖 同频共振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享有“千生一院士”美誉的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 ，1970 年从北京南迁至合
肥办学。 在皖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
科大坚持育人为本，将创新作为引领发
展的第一动力，书写了一个个“科教报
国”的动人篇章。 她在合肥的创新创业
史，就是一部“科教报国”的爱国史、与
安徽合肥“同频共振”的奋斗史。

“红专并进 、理实交融 ”，是中国
科大南迁合肥后凝练而成的校训。 该
校培养的 14 万余名毕业生中 ， 有 84
人当选两院院士 ，是同期毕业生中当
选院士人数最多的高校 ， 其中 46 位
在合肥办学期间培养 ， 而潘建伟 、邓

中翰等院士均是当年新晋院士中最
年轻的一位。 值得一提的是， 统计数
据显示，中国科大每 1000 名本科毕业
生中就会产生 1 名两院院士， 这一比
例位居全国高校第一， 从而赢得 “千
生一院士”的美誉。

50 多年来， 中国科大先后启动高
水平大学建设等，成为国家重点建设高
校，入选全国首批“211”“985”“双一流”
高校。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中国
科大有 28 个学科参评， 最后获评 7 个
A+学科、15 个 A 类学科， 是全国唯一
“数理化天地生 ”6 个理学基础学科全
部获评 A 及以上的学校。在学科国际排
名方面 ，14 个学科进入国际前 1%，其
中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进入

国际前 1‰。
从诞生之日起，“把红旗插上科学

的高峰 ” 就是中国科大的光荣使命 。
南迁合肥后 ，“科教报国 、 追求卓越 ”
的办校初心历久而弥坚 ， 在量子信
息 、高温超导 、热核聚变 、单分子科
学 、人工智能 、纳米材料等领域取得
系列突破 。 2000 年以来 ，中国科大共
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 45 项 。 研究成
果先后入选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1
次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19 次 、中
国科学十大进展 19 次 ， 入选次数均
居全国高校首位。

创新成果的“井喷”，离不开“国之
重器”的支撑。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合
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中科

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等
重大创新平台， 让中国科大 “底气”十
足。 50 多年来，中国科大建设了全国首
个依托高校的大科学装置、首批国家研
究中心、首批“率先行动”机构、首批协
同创新中心，并全面参与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建设，正在谋划建设合肥先
进光源等一批重大创新平台。

在去年的全球主要科研机构自然
指数排名中 ，中国科大首次跃居中国
高校第 1 位 ， 在全球高校中居第 4
位。 去年 9 月，《自然》杂志发布“自然
指数———科研城市 2020”， 合肥跻身
全球科研城市 20 强 ，在全国排名第 6
位。 “非一线城市，有着一流的科研。 ”
《自然》曾如此评价合肥。 从国家技术
创新试点城市到国家科技创新型试
点市 ，从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到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在合肥
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中国科大都
以自己独特的创新优势贡献着智慧
和力量。

红色记忆

记者手记

创新之路越走越宽广
陈婉婉

安徽的创新之路不仅走得快， 而且走出了自己
的节拍。

当今的安徽，拿得出手的名片不只是美轮美奂的
徽风皖韵、英雄辈出的历史文化、敢为人先的“小岗精
神”，更有站在时代科技前沿的国家实验室、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等。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推动全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不断提升。

今年春季，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了这样一份成绩单：经过 7 年的努力，安徽创新
型省份建设主要创新指标实现了从 “单项争先”向
“全面提升”的转变。

安徽创新的“干货”更多了，区域创新能力稳居
全国第一方阵，涌现出“九章”量子计算机和 “质子
刀”“量子显微镜” 等一批原创性成果。 安徽创新的
“里子”更厚实了，“芯屏器合”成为产业新地标，长鑫
存储、京东方、科大讯飞等一批骨干企业成为产业链
创新链重要力量，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战新产业产
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均超过 40%。 安徽创新的“引擎”
更强劲了，经济总量向着全国第一方阵迈进。

科技创新是大变局的“关键变量”，也是高质量
发展的“最大增量”。奋进新征程，安徽仍然要靠创新
育先机，靠创新开新局，瞄准“四个面向”战略方向，
持续下好创新“先手棋”，着力打造科技创新攻坚力
量体系， 在新赛道上跑出现代化美好安徽创新发展
的“加速度”。

4 月 25 日 ， 在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
创新研究院多光子纠缠研究室 ，
科研人员对量子计算原型机 “九
章”进行调试升级实验。

荨 高速运转
中的芜湖港。

茛 位 于 蚌 埠
的安徽鸿程光
电有限公司自
动化背光模组
生产线上一片
繁忙。

44月月 2211 日日，，中中车车浦浦镇镇庞庞巴巴迪迪运运输输系系统统有有限限公公司司生生产产线线。。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徐旻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