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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微米有多厚，可以触摸一下我们
的铜箔样品。 ”在铜陵有色铜冠铜箔公司
的厂房里， 工作人员像撕纸一样轻易撕
开了 5 微米厚的铜箔。该工作人员介绍，
A4 纸厚度大约是 100 微米，这张铜箔的
厚度约为 A4 纸的二十分之一， 触感就
像糖果纸一样柔软。

薄若蝉翼的铜箔是铜陵市坚持创新
驱动、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缩
影。铜陵靠工业和制造业起家，也必须靠
工业和制造业走向未来。近年来，铜陵市
坚持以先进制造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一
手锻长板，抓住铜、延伸铜，把铜这个最
大优势发挥好，把铜产业做精做优做强，
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跃升， 着力打造新

型“铜墙铁壁”；一手补短板，不唯铜、超
越铜，通过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智
能化、 数字化、 绿色化改造升级传统产
业，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着力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铜陵坚定推动传统产业往高端环
节走 ，5G 通讯用极低轮廓铜箔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 ， 铜陵有色跻身世界 500
强，铜陵精达入选“全国质量标杆”。 推
动新兴产业往核心环节走，引进富乐德
半导体、 旭创光模块等一批重大项目，
获批省级新兴产业基地 1 个、省级新兴
产业工程（专项）6 个，新增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9 户，战略性新兴产
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40%，提升

12.1 个百分点。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铜

陵市在全省率先实施科技服务团 、推
出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产品 “首张订
单 ”试点等创新性举措 ，引进高层次科
技人才团队 64 个， 出台产业人才政策
“八条”。 争取和用好国家政策平台，全
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考核 、 国家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评估等获得优
秀等次，累计争取资金 12.6 亿元 ；先进
结构材料产业集群入列首批国家级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狮子山高新区晋
升国家级 ， 全省首个国家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二级节点落户铜陵 ，入选 “科
创中国 ”首批试点城市 ；义安区国家级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成功获批 。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 、公立医院改革 、
财政绩效管理 、 转型发展成效等获国
务院真抓实干表彰激励。

今年国庆节前，枞阳县成功签约 7 个项目、
总投资 16 亿元；义安区举行产业链招商项目集
中签约仪式，16 个项目签约， 总投资 48.03 亿
元。 9 月 25 日上午，2021 年全省第九批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动员会铜陵分会场活动举行， 铜陵
市集中开工 16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60.45 亿元。
国庆期间，铜陵经开区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建
设“不打烊”，建设者们放弃休息、加班加点，推
进项目进度……

扭住项目“牛鼻子”，以项目比高下、以实绩
论英雄，掀起投资兴业、干事创业热潮。 今年 8
月 13 日至 14 日， 铜陵市召开高规格的重大项
目建设暨“双招双引 ”工作领导小组 （扩大 ）会
议，与会人员通过“实地观摩+集中开会”的方式
比进度、找差距，着力抓重点、攻难点、补短板、

强弱项，以高质量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伴随着
“发展为要、项目为王、实干为先”鲜明导向进一
步树牢，一个个重大项目在铜陵签约落地，一栋
栋工业厂房在园区建成投运， 走访铜陵经济开
发区感受到的是发展的活力、前行的动力。

实施项目建设和园区发展“双攻坚”行动。
持续组织开展“重大项目攻坚年”活动，聚焦产
业类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完善“四督四保”“三
个走”和集中开工、市委书记督导项目建设等工
作机制，营造板块比贡献、部门比服务的良好氛
围；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行“承诺
即开工”，实施开发区“标准地”改革，推动县区
园区与沪苏浙城市城区对口合作， 加快向现代
产业园区转型。

铜陵将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双招双引”作

为首位工程推进。 抓住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产
业转移重要窗口期，围绕传统产业高端环节、新
兴产业核心环节，招引一批中高端项目；创新招
引方式，编制推出招商图谱和投资合作热力图，
将招商资源和政策搬上云端； 全面推行重点产
业链链长制，聚焦 8 大产业集群、12 条重点产业
链加大招引力度。 持续实施“铜都英才计划”，健
全人才政策体系； 注重发挥企业引才育才主体
作用，把人才选择权、评判权更多交给企业；制
定集聚产业人才的 “八条 ”政策 ，筹建人才 （青
年）公寓。

铜陵持续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 开
展突出贡献企业和星级企业综合评定活动，增
强企业家荣誉感、弘扬企业家精神。 完善创业政
策和服务体系，提高创业项目转化成功率。 “十
三五”期间，铜陵新增注册私营企业 2.46 万户、
新增注册个体工商户 4.64 万户， 开展阶梯式创
业培训 3.2 万人次，“创业铜都”行动入选第三届
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参展项目。

“铜陵做到了让企业家安心，我们企业
愿意在这座城市发展 。 ”9 月 17 日下午 ，
FerroTec（中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安徽富乐
德长江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
贤汉在总投资 10 亿元的长江半导体 12 英
寸再生晶圆项目量产仪式上说。该项目也是
该企业在铜陵布局的第四个项目。

近年来，铜陵主动对标沪苏浙，抬高工
作标杆，创优营商环境、人居环境、安全环
境、干事环境，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夯实基础。

创优营商环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常
态化开展“四送一服”，建立企业诉求闭环
管理和全程响应机制。 建立首问负责制和
“说不”提级管理制度，为企业服务、为群众
办事过程中不说“不能办”、只说“如何办”。
改革企业政策“免申报”兑现机制，只要符
合条件，免申即享；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四
十条”，打造集聚资源要素的强磁场。 铜陵
营商环境连续两年居长三角中心区城市前
十，五年累计减税降费 118 亿元。

创优人居环境。 长江禁渔令全面落实、

渔民全部上岸，长江铜陵段频现江豚的“微
笑”。 “无废城市”建设率先试点，生活垃圾
分类渐成文明新风尚。 河湖长制、林长制、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监督长制全面推行，城
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横港扫把沟片区水
环境提升工作启动实施。 “十三五”末，铜陵
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地表水环境质量均居
全省第 3 位， 空气质量首次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蓝天白云已成常态。 创成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节水型城市。 犁桥村、群心村、滨江
生态岸线获评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创优安全环境。 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
法治铜陵、平安铜陵建设，提高基层治理社
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落实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1+9+N”方案，全方位防
控各领域重大风险。

创优干事环境。 树牢实干导向，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强化进取意识、 勇于攀高比强，
当学习型干部、做研究型工作、谋抓手性事
项。树正用人导向，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用
好容错纠错、澄清正名、关爱回访等机制，以
组织对干部的担当推动干部对事业的担当。

“增加停车位是刚需，还要拓宽小区道路，
打通小区周边的断头路，增加休闲娱乐设施。 ”
在铜官区新城花园小区，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
在推进，项目现场负责人夏有武介绍，通过项目
的实施可以切实解决老旧小区创建难点问题，
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百姓获得感。

鲜明的民生底色， 是一座幸福之城的最好
注解。 铜陵市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超 140 亿元，滚动实
施 184 项民生工程。 伴随着一桩桩民生小事的
解决、一项项民生工程的推进，铜陵人民的生活
也在发生着幸福改变。

全面小康了，百姓更富了。 到“十三五”末，
铜陵财政收入和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182 亿元、41180 元、17102 元，年均
分别增长 4.4%、7.9%、9.1%；脱贫攻坚战取得全
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11.5 万名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65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如期兑现了“全
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城乡
更美了，住的更好了。 铜陵统筹推进城市更新
和乡村振兴，在城镇，西湖新区展现新貌，改造
老旧小区 85 个、棚户区 28864 套；在农村，改造
农村危房 14446 户， 建成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
106 个。 设施更好了，出行更畅了。 顺利实施新
一轮行政区划调整，江北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
级，G347 枞阳段建成通车， 引江济淮工程枞阳
枢纽年底完工， 江北港铁路专用线加快建设，
“十三五”江北区域交通、水利、电力投资分别

是“十二五”的 15 倍、5.3 倍、3.6 倍，累计近 150
亿元；宁安高铁开通运营，G3 铜陵长江公铁大
桥先期工程基本完工，区域交通枢纽地位更加
巩固。

“十三五”期间，铜陵推动的义务教育阳光
分班、紧密型医联体 、新一轮社区治理等改革
经验全国推介，建设了一批公园游园 ，打造十
五分钟便民服务圈、 十五分钟体育健身圈，实
现了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三连冠，直
接提升了百姓在就医、教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
获得感。

回顾过去，铜陵用好新发展理念指挥棒，经
济发展打开新局面，民生事业取得新进步，实现
了在逆境中稳住局面、在危机中孕育先机。未来
五年，铜陵锚定“智造新铜都、生态幸福城”，继
续深化创新驱动、创业强基、创优提质、创富惠
民，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重大突破、高品质
生活实现长足进步， 努力谱写新阶段现代化幸
福铜陵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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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乡村，，入目是青山绿水、、美丽画卷；；走入城区，，但见市容整洁，，一个个口袋公园、、城市游园扮靓街角，，也点亮了百姓生活；；寻
访经济开发区，，企业忙生产、、项目忙推进…………

近年来，，铜陵市树牢““发展为要、、项目为王、、实干为先””的鲜明导向，，坚持““对标沪苏浙、、办好自己事””，，努力向高处攀、、与强者比、、
跟快的赛，，推动改革发展和各项工作由““做了””向““做好了””转变。。 在新阶段现代化幸福铜陵建设征程中，，铜陵以创新驱动、、创业强
基、、创优提质、、创富惠民““四创””为路径，，奏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创造高品质美丽新生活，，改革迈出新步伐，，发展开启新格局。。

创新驱动———
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创业强基———
项目招引建设掀起热潮

创优提质———
“两高”发展环境持续升级

创富惠民———
民生事业改革创新提速

铜陵市义安区五松镇境内的长江生态廊道。。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公司机器人车间， 工程师正在对芯
片封装集成系统协作机器人进行位置调试。

铜陵有色铜冠铜箔公司车间内，工人在生产锂
电铜箔。

铜陵经济开发区航拍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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