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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资讯·

■ 本报记者 吴量亮

创新滤波器结构，实现低成本大批
量高品质交付，推动滤波器单价从 6000
元降到 300 元，还推动滤波器产品的铝
合金、铜合金等原材料损耗率从 90%降
至 5%，生产效率从每个 20 分钟缩短为
0.5 秒……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持续研发创新和数次国际并购，
促进了中国滤波器行业整体生产效率
的提升， 企业也因此成为该领域的标
准、技术领军者。

目前，全球生产滤波器的公司主要
集中在中国。 其中，大富科技的产品占
据全球市场份额超 10%，形成了一套相
对完备的工艺诀窍和技术专利体系。 今
年 4 月，在安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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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科技董事
长孙尚传获得 “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
家”称号。

从为外企“代工”，到并购
7家欧美老牌滤波器企业

6 月 15 日，记者来到总部位于蚌埠
的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在企
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用于通信行业
的滤波器产品， 从氧化到电镀再到喷
粉， 一整套表面处理流程无缝对接，实
现规模化、标准化、自动化生产。

“一款 5G 滤波器产品 ，全流程加
工涉及 113 道工序 、40 多个部件 ，我
们目前部件的自制率 95%以上， 是全
球唯一能够实现 5G 金属和陶瓷滤波
器双线生产且打通全生产环节的企
业。 ”生产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滤波
器是通信行业的关键部件 ， 其主要工
作原理是使发送和接收信号中特定的
频率成分通过， 并极大地衰减其它频
率成分。在移动通信基站滤波器行业，
大富科技通过多年的持续研发创新和
数次国际并购，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射
频滤波器制造商。

大富科技董事长孙尚传说 ，从
2001 年创立时给外企代加工滤波器 ，
到一步步发展成集设计 、研发 、生产
一体， 公司完成了滤波器领域的技术积
累和创新突破， 打破了欧美厂商的垄
断地位，成为该领域标准、技术的领军
企业， 颠覆了移动通信关键部件滤波
器全球竞争格局。“我们在坚持自主创
新的基础上 ，2012 年起一举并购了 7
家欧美老牌滤波器企业 ，突破了专用
数控机床等滤波器关键制造设备瓶
颈 ，使得滤波器制造不再被国外 ‘卡
脖子 ’。 ”

据介绍，大富科技从为意大利弗雷
通讯加工滤波器金属结构件开始，经过
与德国凯仕林的合资生产滤波器，逐步
拓展到滤波器的完全自主设计，从成为
华为供应商之后，进入快速研发创新阶
段，迅速颠覆了滤波器行业的设计制造
理念并开始引领行业发展。 公司研发团
队利用多年来积累的经验，从滤波器的
原理入手 ，基于低成本 、高效率 、高性
能、大批量的前提，彻底原创了全新的
滤波器结构， 从每一功能部件入手，基
于原材料特性和滤波器的具体性能参
数，从原理上设计出更优秀的结构形状
和尺寸，开发出了更适合的制造工艺和
实现这些工艺的设备如数控设备，形成
了低成本大批量生产交付的核心竞争
力。

从关键制造设备被“卡脖
子”， 到成功自主研发数控机
床及系统

在位于怀远县的大富科技“无人工
厂”智能车间内，记者看到一排排配天
智造自主研发的数控机床正在运作，这
些机床可以针对滤波器腔体一次装 4
个产品，一次性加工 12 个面，还能够实
现单机自动上下料或迅速组成数台机
床联动的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了数控机
床技术的自主可控。

“现在的大富 ，是用自己的数控机

床生产自主研发的滤波器 ， 用自己的
智能机器人调试组装滤波器 ， 用原创
的在线工业软件设计、仿真、分析和制
造滤波器及其它工业产品、装备，用原
创的 PLC 控制系统控制和调度生产线
运转 ， 形成了全套自主研发的产业
链。 ”孙尚传说。 企业打造的共享智造
平台 ， 已覆盖从模具设计及制造 、成
型、加工、表面处理到电子装配等完整
的生产环节。

回想 20 年前企业成立时购买国外
数控机床时的遭遇，孙尚传记忆犹新。

2001 年， 大富科技需要购买生产
滤波器的关键设备数控机床 ， 而国内
却没有企业具备这种数控机床的生产
能力。 如果决定向国外购买数控机床
特别是四轴和车铣复合等中高端加工
中心， 企业首先要向国外数控机床供
应商所在国提交申请，注明工艺过程 ，
然后画出工厂平面图 、 标明设备摆放
位置， 还要接受国外对数控机床使用
途径的限制，不同意就不允许出售。这
让孙尚传感到了被 “卡脖子 ”的羞辱 。
2005 年， 他拿到了企业转让股权的第
一笔钱之后， 就把这些钱全部投入智
能制造主攻数控机床的研发生产 ，成
立了配天智造。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 我们将坚持自主创新，把创
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 ”孙尚传说。

数据显示 ，最近 3 年 ，大富科技年
均研发投入约 2 亿元， 截至 2020 年底，
企业已申请专利 2050 件， 其中发明专
利 951 件、 实用新型 872 件、 外观设计
45 件、PCT182 件； 已获得授权专利 783
件，其中发明 207 件、实用新型 542 件、
外观设计 34 件。

从 3G、4G 时代的细分行
业龙头，到 5G 时代力求业务
协同新突破

“从 2004 年起至今 ，我们就成为

华为的核心供应商 ， 是华为赢得全球
竞争背后的支撑力量 ， 是我国通信产
业链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的 ‘隐形冠
军’。 对此，我们深感自豪。 ”大富科技
副总裁李玲说。 公司同时拥有爱立信、
诺基亚、三星、博世、特斯拉、苹果等国
际客户。

5G 大规模商用正在加速，大大拓展
了滤波器行业的发展空间。

“5G 将把人们的生活推进到‘物物
互联’‘人物互联’新阶段，人们的生产
生活将实现前所未有的便利，这对于通
信器件来说自然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
高性能要求。”孙尚传说。保障信息传输
的实时链接和安全可靠，需要增加移动
通信宏/微基站的分布密度。 据测算，按
照现有的基站标准传输量 ，5G 基站数
将是 4G 的 4 倍以上。 “每个基站都需
要滤波器选择与处理信号频率，基站介
质滤波器需求量将迎来数十倍的大幅
提升。 ”

目前 ， 大富科技自主研发的介质
波导滤波器已经向客户批量供货 ，面
向 5G 储备的技术和产品，如小型化金
属滤波器、介质波导滤波器 、高阶 MI鄄
MO 滤波器以及射频前端一体化集成
AAU 等也已逐渐成熟， 部分产品开始
批量供货。

“在 3G、4G 时代 ，大富科技就已
经是滤波器行业的龙头 ， 如今 5G 时
代到来 ，大富优势更加显现 。 ”孙尚传
说 。 公司基于对通信滤波器产品设计
加工的创新理解 ， 已进入 ERA 业务
即 “消费电子+通信射频+汽车部件 ”
业务协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 “公司
正着力打造共享智造平台 、装备技术
平台 、网络设计平台 ，依托以三大平
台为主体的研发 、生产 、加工 、供应等
环节的优势 ，ERA 业务融合发展 ，再
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 ，将进一步稳固
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和地位 ，为
公司在 5G 时代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 ”

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获中央预算内资金奖励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记者近日从

省发展改革委获悉 ，近日 ，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通知， 对 2020 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执行情况较
好的安徽、江苏、湖南等 10 省份进行奖
励。 其中，安徽获得 4.3 亿元资金奖励。

据悉， 安徽获得的奖励额占资金总
盘子的 12.2%， 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和
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加之去年我省获国务院通报表扬并奖励
3.1 亿元，两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奖励
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中央预算内资

金 7.4 亿元。
含此批奖励资金在内， 今年国家已

下达安徽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中央预算
内资金 41 亿元， 将为今年 14.9 万套棚
改安置房和 1247 个老旧小区道路 、供
水、排水、绿化、照明等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资金支持，为 42 万户居民的安居
宜居提供有力保障。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及时分解下达资
金， 并会同有关方面积极组织项目谋划
申报，争取国家更多资金支持。

皖西革命老区对外联通通道加快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记者近日从

省发展改革委获悉， 我省皖西大别山革
命老区对外联通通道建设进展迅速，已
实现 19 个县市区全部通高速 、14 个县
市区通铁路，老区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
路通车里程分别增加到 660 公里和 900
公里。

近年来， 我省不断强化皖西大别山
革命老区路网建设， 以沪渝蓉高铁合肥
至武汉段、六安至安庆铁路、六安至庐江
铁路等 3 条铁路线路建设为主骨架，以
G4221 上海至武汉高速无为至岳西段、
G0321 德上高速合肥至枞阳段、 铜陵—

商城高速公路合肥—霍山—皖豫界段等
6 大高速公路建设为支撑， 加快推进国
省干线公路升级改造和农村公路网络提
质优化步伐， 努力实现老区外通内畅的
联通通道格局。

同时，积极推进“交通+旅游”公路建
设，建成了大别山旅游扶贫快速通道、山
湖旅游大道、 环万佛湖旅游公路等一批
旅游公路；优化高速公路出入口布局，推
进重点城镇和重点红色文化纪念地与高
速公路的便捷连接，老区基本实现了 3A
及以上景区通三级公路、4A 以上景区通
二级公路的目标。

“导税+咨询”为民解忧
本报讯（记者 汤超 通讯员 孙天怡

洪晨晨 ）“您所填写的 《企业所得税月
（季 ）度预申报表 （A）类 》，表中营业收
入、 营业成本和利润总额等数据应当填
写本年累计金额， 而不是当月或当季金
额，请您留意。”近日，肥西县税务局办税
服务厅金牌导税员鲍荣华指导办税人员
填写申报表格。

为更好地引导纳税人办理业务，提
高纳税人办税体验感， 肥西县税务局整
合办税服务厅资源，组织工作经验丰富、
业务能力强的骨干，成立组长制“导税+
咨询”金牌导税团队，对进入办税厅办税
的纳税人，导税人员第一时间介入询问，
明确办税需求，提供资料预审、涉税流程

咨询及报表填写辅导等服务。
“导税台每个办税服务厅都有 ，但

肥西县税务局的‘金牌导税’格外贴心，
不仅指导我们如何填写退抵税申请表
上具体数字，还手把手帮助我们在自助
办税区的电脑上完成当季申报，提醒我
们申报的注意事项，真要大大点个赞！ ”
安徽维德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办税员
张翠芳说。

为了更加及时回应纳税人咨询，该
局金牌导税团队主动联系电信等相关部
门，解决电话并行接听的技术问题，减少
对外咨询电话的占线次数， 同时每天安
排两名工作人员接听电话， 确保解答权
威、回复及时。

关税政策宣讲助企业“走出去”
本报讯（记者 郑莉）“感谢淮北海关

提供这次关企交流的机会， 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困难，节约运行成本。希望以后能
多举办这种政策宣讲会， 让企业得到实
惠。”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关务经
理杨敏在淮北海关 RECP 政策宣讲会上
表示。

作为淮北市进出口龙头企业， 安徽
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铅酸
蓄电池，其出口业务主要贸易方为东盟、
澳大利亚等地。 近年来受疫情等多方面
影响，公司出口业务出现困难，运营成本
逐年增加，影响企业业务进一步发展。得
知企业困难后 ， 淮北海关重点围绕
RCEP 关税政策进行一系列解读宣传 ，

帮助企业更好利用国家优惠政策 “走出
去”。 该关开展多种形式培训宣讲，使辖
区进出口企业充分了解 RCEP 关税政
策。 同时结合工作实际， 为人力资源紧
张、 经营困难的企业免费申请自贸协定
原产地证书，向企业提供快捷、高效、贴
心的服务。

2021年 1 月至 5 月，淮北海关共签
发 各 类 原 产 地 证 书 915 份 ， 货 值
11347.71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54.3%
和 98.06%， 其中向 RCEP 协定国家签
发原产地证书 372 份 ， 货值 2516.5 万
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45.3%和 93.96%，
占总签证量的 40.66%， 占总签证金额
的 22.18%。

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合肥专场对接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 汤超 何珂）6 月 18

日， 由安徽银保监局、 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 省科技厅、 合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协办的 2021
年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合肥专场对接会在
安徽创新馆举行。对接会上，股交中心与
5 家金融机构进行战略合作签约，8 家银
行保险机构、2 家投资基金机构分别与
10 家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意向现场签约，
签约金额近 20 亿元。

本次对接会， 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收集合肥 248 家科技型挂牌企业融资需
求项目， 同时联合省银行业协会和保险
业协会编制了 178 款科技金融产品服务

目录，实现金融产品目录、企业项目库双
向推送交流。对接会供需两端涵盖银行、
保险、投资基金、担保等多类金融机构，
涉及信息技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等多领域科技企业。 相关金融机构与科
技企业进行了科技金融产品服务推介、
项目路演以及面对面的交流。

本次对接会是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参与在全省组织开展的科技金融服务专
项对接系列活动之合肥站。 后续将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接活动，将
更多的科技金融服务推介给中心科技型
挂牌企业， 提高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成功
率，助力科技型企业加速成长。

巧抓地块“空档期”，缓解区域停车难
■ 本报记者 何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社
会加速到来，在许多中小城市，“今晚车
停哪儿” 也成了困扰有车族的麻烦事。
停车难的背后，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车位
供给不足。 为增加城市停车位供给，近
日，合肥市城乡建设局通过“见缝插针”
的办法利用城市过渡地块建停车场，缓
解区域停车难题。

所谓过渡地块，是指已拆迁或收储
暂不建设或上市的地块，将这些过渡地
块的“空档期”利用起来建设公共停车
场，不但能提高土地利用率，还可以精

准有效地增加车位供给。 据介绍，原则
上，拟建设过渡停车场的已拆迁或收储
地块，一年半内无其他建设项目或者上
市计划，并且过渡停车场建成后应能够
运营一年以上。 今年以来，经全面摸排、
梳理和研究，合肥市拟用于建设过渡停
车场的地块共计 14 处， 拟建停车泊位
3000 余个，其中瑶海区地块 3 处，拟建
泊位 470 个；庐阳区地块 5 处，拟建泊位
1350 个；蜀山区地块 2 处，拟建泊位 256
个；包河区地块 2 处，拟建泊位 510 个；
高新区地块 1 处，拟建泊位 400 个；经开
区地块 1 处，拟建泊位 330 个。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成熟一处、

开工一处”的原则，推进 14 处过渡停车
场建设。 截至 5 月底，北二环路与蒙城
北路交口、 方兴大道和皖水路交口、政
通路与万佛湖路交口 3 处地块、 共 530
个泊位已建成投用；南陵路与螺蛳岗路
交口、 胜利路与长江东路交口 2 处地
块、共约 360 个泊位正在建设中 ；金寨
路与习友路交口、凤凰桥路与胜利路交
口、 金寨路与祁门路交口等 9 处地块、
共约 2300 个泊位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
作。 为了让过渡停车场能尽快“轻装上
阵”，在停车场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按
照不同的地块规模， 通过硬化地面、铺
设砂石再施划停车位等微改造方式，对

地块进行简易化处理 ， 避免 “大拆大
建”， 在节约建设资源的同时又能发挥
最大效用。

记者采访中获悉，这些停车场建成
后采用“无人值守，有人管理”的运营模
式，提升城市通勤效率。 以政通路与万
佛湖路交口停车场为例，在项目改造实
施方案中对停车出入口管理和安防监
控进行了重点分析，进出口加装无人值
守智能管理道闸，实现自动识别抬杆 、
云端计费、 线上支付 、 快速离场等功
能。 同时，为满足车主长租需求，停车
场支持线上办理长租功能 。 后期在项
目运营过程中，将结合周边停车需求 ，
挖潜增效，切实提出“错峰停车”方案。
此外， 针对合肥市出台的新能源车优
惠停车政策， 停车场将支持新能源车
进行免登记优惠减免 ， 大力支持新能
源车的发展。

“宅经济”引爆“6·18”
本报讯（记者 郑莉）“今年‘6·18’是

安庆跨境电商正式开仓以来第一次迎接
业务高峰， 光是 6 月 18 日当天就走了
11000 多票，开创了单日新高。 ”看着跨
境电商保税仓库里繁忙但有序的景象，
孟熙供应链有限公司运营副总监柳岩高
兴地说，“这次能够平稳顺利完成‘6·18’
电商大促， 要感谢安庆海关提前帮助我
们做了全面充足的准备工作， 加班加点
保障快速通关。 ”

在电商“6·18”促销活动来临前，安庆
海关就与重点电商企业及时沟通，了解企
业备货量、预计出货量等情况，根据企业
促销信息、仓储现状、物流能力等情况，制
订高峰时段的应急预案和通关应急处置
预案；提前做好网络系统升级，防止因系

统或网络故障出现的通关瓶颈问题。 同
时，优化监管人力资源，提供预约加班、单
证预审等服务措施， 确保通关有序平稳。
督促企业加大保税仓库安全巡查力度，完
善仓库视频监控实现监管全覆盖， 确保
“6·18”大促期间安全监管无隐患。

当前疫情之下，很多用户足不出户，
居家办公、学习娱乐，大量的商品需求从
线下转移到了线上，线上用户规模扩大，
“宅经济”需求快速增长，跨境电商业务
得以爆发式增长。 截至 6 月 18 日，安庆
海关跨境电商进口单量突破了 15 万单，
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作为新兴贸易业
态， 跨境电商在疫情期间成为稳外贸的
一个重要力量， 为推进安庆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优秀民营企业巡礼··

通信基站滤波器行业的引领者

大富科技

荩 日前， 桐城市吕亭镇新店村雪花池农场的工
人在采摘西瓜。 该农场利用资产收益扶贫项目资
金，建成 3 个联栋薄膜温室大棚，带动 96 户农民
务工增收，并与合肥都市圈共建蔬菜基地，每年供
应 １ 万多斤新鲜瓜果蔬菜。

本报通讯员 郑鹏 摄

荨 近日，来安县张山镇仰山村的千亩桃园迎来丰收季。 该县通过举
办乡村采桃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仰山村，全面推动桃产业和乡村旅游
的发展。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特色产业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