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鞍山 聚焦“靶心”抓招商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本报通讯员 黄嵬

6 月 4 日，在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宁
马科技园，易锐光电安徽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涛向记者介绍，公司从事光电集成
光通信芯片、 模块和子系统的生产销
售， 总部位于江苏苏州，2018 年 10 月
企业签约落户，仅用半年时间即投产。

近年来， 马鞍山市发挥区位优势，
明晰承接产业转移方向，重点培育高端
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
3 大战新产业，确定人工智能、前沿新
材料、生命健康 3 大未来产业，加快建
设智能装备（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
高端数控机床三大省级战新基地。该市
成立高规格招商引资领导小组，设立通

信通讯、半导体、新能源及汽车、智能制
造 4 个专业招商小组。 去年，全市实际
利用省外亿元以上项目资金 1217.8 亿
元，同比增长 17.1%；新签约引进亿元
以上工业项目 380 个，同比增加 33 个。

马鞍山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马鞍
山对省级以上开发区进行优化整合，推
动郑蒲港新区法定机构建设试点改革；
开展马鞍山经开区（示范园区）跨区托
管一区多园试点工作，下放市级管理权
限 44 项；组织指导含山县、和县、当涂
县向省级以上开发区分别下放权限 33
项、18 项、26 项。同时，对标南京出台优
化营商环境 “100 条”1.0、2.0、3.0 版，建
立“服务企业领导接待日”等制度；先后
出台亩均效应评价、 标准地改革等制
度，力促产业升级实现质变。

合肥 创新高地“磁场”强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走进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京东方平板显示基地，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一堆普通的沙子，在高温高压下
就会被烧制成玻璃，成为我们各种电视
屏、显示屏的基本材料。 ”全球首条 10.5
代线工厂，65 英寸、75 英寸大尺寸超高
清液晶显示屏相继在此惊艳问世。

近些年，合肥市坚持“无中生有”，
加速产业创新。 目前，合肥新型显示产
业全产业链累计投资项目超过 120
个，完成投资超 1550 亿元，面板产线
规模位列全球第一梯队。

去年 12 月底，合肥经开区的联宝
科技年度营收超过 1000 亿元，成为合
肥首家“千亿企业”。 十年来，联宝带动

上下游合作伙伴从零到一、由“百”跨
“千”， 建立起了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
链，带动就业超过 2 万人，实现物料的
地采配套率超过 60%。

走进蔚来汽车合肥工厂，300 多个
机器人正在完成冲压、焊接、涂装等作
业。 “现在整个车间自动化率能达到
97.5%，每小时可以下线 20 台整车。 ”
一名技术人员指着生产线说。 去年 4
月， 百亿级项目蔚来中国总部在合肥
“安家 ”， 到年底蔚来累计交付汽车
43728台，同比增长 112.6%。

今年前 4 个月，合肥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继续保持全省首位，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52.2%， 两年
平均增长 22.5%，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
占全市工业的 56.6%，创近年来新高。

宣城 发挥优势强“支柱”
■ 本报记者 罗鑫 张敬波

孟夏时节，记者走进位于广德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固德威电源科技（广
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在光伏
逆变器的生产线上， 工人们各自忙
碌、有序作业。

“我们生产的逆变器为光伏做配
套，相当于光伏发电的心脏。 目前分
为并网和储能两种产品，其中储能光
伏逆变器已经做到了出货量全球第
一，65%的市场在国外。 ”固德威电源
科技（广德）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程
光胜告诉记者。

据了解， 该公司是江苏固德威集
团的子公司， 总部位于苏州高新区，
2017 年落户广德。 “宣城地理位置优
越，营商环境优质，是吸引我们产业转
移在此布局的重要原因。 ”程光胜说。

宣城属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如今加入了南京都市圈，成
为杭州都市圈观察员城市。 今年 1 月
8 日，全省贯彻“六稳”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现场推进会在宣城市广德举行，
该市集中开工项目个数、 总投资均居
全省第一，其中“一地六县”合作区项
目 28 个、总投资逾 120 亿元。 3 月 26
日， 广德市举行加快推进苏皖合作示
范区和“一地六县”合作区建设暨重点
工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集中开工 22
个项目，总投资近 52 亿元。

随着落户企业增多，皖江城市带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进一步深
化。 “下一步，广德将围绕信息电子、
汽车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
四大板块，推行链长制，精准谋划实
施补链延链强链项目。 ”广德市发改
委综合科科长李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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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示范区 潮涌长三角

铜陵 项目建设开工忙
■ 本报记者 刘洋

6 月 2 日，记者走进铜陵经济技术
开发区。 在安徽微芯长江半导体材料
项目建设现场，工地上一派繁忙。 项目
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正在进行厂房主
体施工，力争年内完成厂房建设和设备
安装调试。

“该项目来源于上海 ，总投资达
13.5 亿元， 达产后能实现年销售收入
9.3 亿元。 ” 铜陵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 11 月，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
公司与铜陵市国有平台公司及多家产
业投资基金合资成立了安徽微芯长江
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正式投运
后对于锻强铜陵半导体产业链条具有
重要意义。

项目建设的“一片火热”昭示着开
发园区的“勃勃生机”。 近年来，铜陵经

开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结合 4
大主导产业和“7+3”特色产业链，制定
招商引资若干政策、5G 产业招商政策
等，推进组建多支基金，全面实行链长
招商、基金招商、以商引商，高质量承接
产业转移， 同时打造 “承诺即开工”2.0
版本加速项目落地。 今年 1 月至 4 月，
铜陵经开区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4
个，铜陵旭创二期等一大批在建产业项
目也在高效推进。

记者从铜陵市发改委获悉，铜陵紧
紧抓住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产业转型
升级机遇，聚焦“招商提效”“项目提速”
“园区提质”，打出政策举措、园区基础
设施和平台建设“组合拳”，推动承接产
业转移量质齐升。 今年 1 月至 4 月，铜
陵亿元以上在建省外投资项目达 255
个， 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243.5 亿元，同
比增长 42.1%。

安庆 “首位产业”增动能
■ 本报记者 洪放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安庆经开区的
安庆楚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只见无人
送料车正轻松地避开各种障碍物，为生
产车间送去各类加工物料。 “之所以能
精准地避开障碍物，是因为这个小车上
装载了我们自己研发的毫米波雷达。 ”
公司生产基地负责人彭新发介绍。

总部位于江苏南京的楚航公司于
2018 年确定将生产基地落户于安庆经
开区，2019 年 10 月建成投产， 是一家
主攻基于 77GHz 毫米波雷达的高级辅
助驾驶系统 ADAS 和自动驾驶系统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
目前年产能达 45 万套毫米波雷达。

安庆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楚介
绍， 近三年来经开区聚焦打造以汽车

为主，兼顾高端装备制造的“两大首位
产业”的招商引资新格局，在长三角先
发地区开展招商活动,共计承接沪苏浙
项目 73 个，总投资 243 亿元，分别占总
数的 57.03%和 56.06%。

近年来， 安庆市把承接产业转移与
优化资源配置结合起来， 一方面推动开
发区扩容升级和资源整合， 夯实产业承
接载体。积极推进开发区优化整合，按照
整合区位相邻相近、产业关联同质，原则
上实行“一县一区”的要求，全市开发区
由此前的 17个优化整合为 12个。 另一
方面，立足现有优势主导产业，围绕新兴
产业， 成立工作专班， 着力引进关键环
节、核心企业、上下游配套产品，推动产
业集群发展。目前，全市产业首位度达到
51.9%，培育超百亿产业集群 10个，创建
6个省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本版策划 记者部

5 月 26 日，位于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建材浚鑫（桐城）科技有限公
司，工人们正在生产车间忙碌。 本报见习记者 陈成 本报通讯员 孙炜 摄

芜湖机器人产业发展风生水起。 图为 ５月 ３１日奇瑞公司生产车间一角。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摄

题图：日前，滁宁城际铁路来安水口段施工现场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
场面。 本报记者 胡娅莉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201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这是我省首个进入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 示范区包括合肥、芜湖、马鞍
山、铜陵、安庆、池州、滁州、宣城 8 市和六安市金安区、舒城县。 本报记
者深入长江流域进行采访，展现各地着力打造合作发展标杆区、科技创
新策源地、 承接新兴产业转移先行区和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引领区
的生动实践。

编者按

日前，在国光（宣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内，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检查吹
风机、吸尘器核心部件陶瓷轴承。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摄

六安 抢占“智造”新风口
■ 本报通讯员 蒋国婷

本报记者 袁野

6 月 4 日上午，在六安市金安经济
开发区的安徽人和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加工中心， 高级技工正在调试智能化
生产线上的桁架式机器人和六轴关节
式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可以精准抓取、运送
零部件， 有效节省人工， 提高生产效
率。 ”公司总经理叶超果告诉记者，去
年底， 公司从金安经济开发区智能装
备产业园搬迁至一期 3 万平方米的自
建新厂房，预计 8 月，公司的智能化生
产线、 精密设备加工中心和 SMT 生产
线将投产使用。

作为一家由中航科电测控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独资组建的公司， 人和智能制
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加固计算机、 手持

终端、 加密通信设备等电子设备的机械
零部件和成品。 公司的模拟训练设备、加
固计算机、 工业自动化目前已在部分市
场取得领先地位。 “针对我们面临的用工
难等问题， 管委会通过搭建校企合作平
台、开展社会招聘等方式，帮助解决用工
缺口近百名。 ”叶超果说。

六安市金安区作为全境省级重点开
发区域，是皖江城市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安区发改委主任汪波说：“近年来，我
区坚持工业强区战略不动摇， 战略性新
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持续上升。
2020年， 金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超
过 55亿元，增幅达到 13.7%。 ”金安区经
济开发区作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
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 氢能
源、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四大主导产业，并
积极吸纳省内外科创资源， 致力打造六
安“智谷”，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芜湖 产业延链成基地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今年 3 月， 无锡中惠橡胶科技有
限公司落户芜湖三山经济开发区，投
资 5 亿元建设高性能农机传动带生产
项目，通过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传动
带和橡胶件生产线， 让中国制造走向
国际高端市场。

作为芜湖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
园区， 三山经济开发区加强与沪苏浙
等地的产业对接， 大力培育汽车及装
备制造、电子电器、半导体新型显示、
新材料、清洁能源、食品制药、现代物
流等主导产业。 园区现已形成以中联
农机、集瑞重工、玉柴动力、芜湖造船
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 以格力电器
为代表的电子电器产业；以熙泰科技、
通潮精密机械等为代表的新型显示及
半导体产业；以东方雨虹、维森智能、

长春藤等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 以长
江 LNG内河接收（转运）站、信义光伏、
响水涧抽水蓄能电站为代表的清洁能
源产业；以双汇食品、双鹤药业为代表
的食品制药产业；以三山港、宝特公路
铁路物流基地、 海螺港务等为代表的
现代物流产业。 区内芜湖现代农业机
械产业集聚区被列入全省首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 三山现代物
流园、 峨桥现代新型茶叶交易集聚区
被批准为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截至 2020 年底 ， 园区入驻企业
200 余家， 其中 10 亿元以上的 22 个，
5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被评为 2019 年
度全省制造业发展综合 10 强区，入选
省级园区循环发展试点名单。2020 年，
三山经济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5.8 亿元，增长 2.6%；财政收入 34.6
亿元，增长 13.3%。

池州 战新产业“跑得快”
■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设计、制造出来的晶圆得经过封
装和测试两道工序， 才能形成集成电
路块等半导体产品投入应用。 ”6 月 4
日， 记者来到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华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
的工人们正忙着给一块块芯片穿上
“衣服”———外壳， 实现内部芯片与外
部电路的连接。

华宇电子科技是一家从事大规模集
成电路先进封装测试、 半导体设备与材
料等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安
徽省首条 QFN/DFN 中高端封测生产线
和系统级封测生产线。目前，公司全面导
入 12 寸晶圆封装测试，为 LG、华为、小
米、 比亚迪等厂商的集成电路产品提供

封测服务。据介绍，公司二期项目正在投
产， 用于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测试的规模
扩大和技术升级，年产将达到 100亿只。

近年来， 池州市将半导体产业作
为首位新兴产业聚力打造， 坚持特色
错位集聚发展，逐步形成从基础材料、
IC 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电子元
器件及智慧应用的全产业链。 2020 年
10 月， 安徽中韩国际合作半导体产业
园在池州经开区正式揭牌。 “目前基地
汇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95 家， 今年 1
月至 4 月实现产值 34.6 亿元 ， 增长
92%，增速位于全省 27 个战新基地第
一位。 ”半导体产业园的负责人介绍。

目前， 池州经开区长三角落户项
目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 17 家，占园区
总量二分之一以上， 建成省级以上研
发平台 10 家，占园区 52.6%。

滁州 无缝对接“大江北”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戴义敏

每天下午 5 时左右， 滁州市来安
汊河开发区的安徽盛世高科轨道装备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建群都会和员工
们一起， 坐上开往江苏南京的公司班
车回家。 他感慨地说：“交通越来越便
捷了， 顶山—汊河省际毗邻地区新型
功能区建设日新月异， 公司选择搬迁
到这里是正确的。 ”

位于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道的中
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是国内轨
道交通装备龙头企业。 汊河镇与浦镇
车辆公司合作共建汊河轨道交通装备
产业园，利用安徽省轨道检测中心、轨
道研究院等现有平台， 承接南京等地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转移，盛世高科、硕
维轨道等企业陆续入驻。

目前， 轨道交通装备七大构件 168
个主要产品中，汊河轨道产业园区可以
生产上百个。 此外，汊河还规划建设了
5.17 平方公里的产业第二片区，为智能
制造、电子信息、智能物流等产业发展扩
充空间，已引进项目 30多个。

作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重要一翼， 滁州市抢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南京“大江北”建设等战略，
搭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平台， 持续招
商引资、引智，培育壮大了智能家电、
先进装备、硅基材料、绿色能源、新型
化工、健康食品等六大支柱产业。

去年， 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476 个，新开工亿元项目 410 个，新投
产亿元项目 229 个， 六大支柱产业增
加值累计增长 6.6%，总量占全部规模
工业的 69.6% ， 战新产业产值增长
29.8%，占全部规模工业的 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