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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全国第一方阵跨跨跨越越越争争争先先先

9月下旬在合肥举行的 2021 量子产业大
会上， 国盾量子公司展出最新研发的量子安
全服务平台，可以加载部署在用户终端，提供
多样化量子密钥服务， 让人们可以安全地就
近接入量子网络。

从 2016 年“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上天”，到 2021 年触手可及的量子科技应用
场景 “落地”，5 年只是历史长河的沧海一粟，
但在前沿科技的创新时空里， 却足以用来书
写“天地一体”的崭新变局。

安徽作为当今全球量子科技研究的重要
策源地， 始终把创新作为发展基点和战略支
撑，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机遇，塑
造创新驱动的引领性发展， 谱写了以经济实
力大跨越带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这是牢记重托、昂首进发的五年。 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擘画和推动把安徽纳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为安徽发展筑势赋能，赋予安
徽发展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省第十次党代
会以来， 全省上下不负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以感恩之心、奋进姿态、奋发状态，把习近
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安徽的关心关怀， 转化
为奋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
在加快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的
前行动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实现全面发展，
取得历史性进步。

这是创新策源、阔步进阶的五年。 坚持创

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依托科
教优势，传承创新基因，奋力推进高水平自立
自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生产总值
在全国排名争先进位、跻身第一方阵，发展格
局实现从 “总量居中 、人均靠后 ”向 “总量靠
前、人均居中”的历史性跨越。

这是产业聚集、铿锵进击的五年。 坚持把
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 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持续锻
造更具韧性、 更加现代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
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7.3%，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5.1%， 对工业
增长贡献率均已超过 70%。在集成电路、新能
源汽车、 光伏太阳能等新兴产业热门赛道上
善用市场逻辑、资本力量抢先突围布局，实现
“现象级”突破。

这是改革攻坚、锐意进取的五年。 坚持改
革开放关键一招，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破字当
头、迎难而上，争当击楫中流的改革先锋，打造
内陆开放新高地。 “放管服” 改革创出安徽特
色，对标一流持续创优营商环境，权责清单安
徽模式全国复制推广、省级行政权力事项保持
全国最少，安徽自贸试验区扬帆启航。 全省市
场主体一举突破 600万户，民营经济总量突破
2万亿元，广泛汇聚了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
民群众在改革中建功立业的不竭动力。

执笔：本报记者 胡旭 汪国梁 王弘毅 郑莉

10月 25日，江淮蔚来先进制造基地生产线，工人们正在组装新能源汽车。 江淮新能源汽车 1月至 9月累计销售 9.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 190.5%。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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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

9 月底， 总投资 60 亿元的航空三院海鹰航
空无人机产业基地在芜湖市湾沚区开工建设。海
鹰航空的高空高速、中程高速、临近空间超长航
时等先进无人机系统居国内外领先水平，将在芜
湖建设 7 条智能化生产线，年产 500 架各类中高
端无人机，发展成为支撑安徽智能高端装备产业
创新突破的产业高地。

半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静待开发的空地。 从
3 月促成合作到 9 月下旬开工建设，产业创新的
潜能释放，短时间内即可将一片区域“焐热”，填
补产业发展空白。

安徽要实现跨越发展，关键靠创新。 省委书
记郑栅洁强调， 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联动，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 切实把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只争朝夕、埋头苦干、争先创优，加快打造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省上下加快推进以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塑造更
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性发展，奋力实现从跟跑
并跑向并跑领跑的跃升。

高水平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
特征。 原创性、引领性的硬核前沿科研力量和研
究成果，正在成为吸引产业资本布局、引领新兴
产业突破、重构产业发展生态的牵动性力量。

IDG资本是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投资基金。 IDG 资本投
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创始董事长熊晓鸽今年 4
月底到安徽考察时谈到，现在投资项目以“硬核科
技”为主，这与过去投资商业模式创新项目有很大
不同。 IDG 已经在我省投资过三只松鼠、 蔚来汽
车、生鲜传奇等企业。 这一次，熊晓鸽一行专门安
排考察中国科大，在他看来，现在直接从高校科研
院所孵化的硬科技项目越来越多， 考察的目的就
是在前沿科技领域进行更多投资和项目合作。

科技创新领先一步，产业创新领跑一路。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安徽成为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部署重地，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重
大创新平台落地，国家实验室建设取得决定性进
展， 以托卡马克、同步辐射、稳态强磁场等为代
表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初步形成。

大科学装置是突破前沿科技至关重要的科研
基础设施支撑。以稳态强磁场装置为例，其磁场强
度可以是地球磁场强度的 80 多万倍，只有在这样
的磁场强度下， 才可以前所未有地探索物质微观
运行的规律和“密码”，进行凝聚态物理、化学、材
料科学、地学、生物学、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等各学
科以及跨学科的前沿研究。 正是这样的前沿科研
平台，吸引了“哈佛八剑客”回归，也支撑了他们在
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推进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
孕育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的盎然生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推进合肥滨湖科
学城、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能
源、人工智能、大健康研究院建设，打造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量子中心、科大硅谷。 科技创新重大战
略平台持续完善和升级，催生着原创性重大科技
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快速涌现，驱动着安徽以更
大的先机抢占产业创新制高点。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是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务实有效路径。

铝材加工曾是淮北市立足资源优势发展的
传统制造业。 如今，通过与上海交大王浩伟教授
团队合作，已经在陶铝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这一
“创新无人区” 拓展出广阔空间、 夯实了领跑优
势。如今，陶铝新材料在柴油机活塞上的使用，打
破了国外对高密度功率柴油机活塞的技术垄断，
在淮北市实现高端国六柴油机活塞完全自主化
批量生产。 C919 大飞机通过使用陶铝材料制造
的地板支撑梁，比原先材料减重达 12%。

企业是创新主体。 2020 年底，安徽全省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 8559 家，仅 2020 年一年内就增加
了 3156 家。 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
重超过 40%， 成为支撑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新
动能。

省长王清宪强调，创新是大系统，需要一个
完整而友好的生态。

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人才链等多链
协同，持续优化创新生态。 建设以安徽创新馆为
龙头、链接 16 个市的科技大市场，全省吸纳和转
化科技成果能力持续增强。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坚定推行顶尖科学家负责制，赋予创新
团队和领军人才以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
线决策权和技术成果收益权。

人才是第一资源。 一个顶尖科学家，就意味
着一支优秀的团队、一套核心的技术、一个前景
可期的产业。 如今，在安徽工作的院士已达 332
人，全省人才总量已超 900 万，创新要素正呈现
加速汇聚之势。

贯通第一要务、第一资源、第一动力。把科技
自立自强作为跨越发展战略支撑，加快打造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安徽勇立全国创
新发展潮头。

从“铜墙铁壁”到“芯屏器合”

走进位于马鞍山市幸福路旁的花园式工厂“马
钢智园”，运营管控中心 96块屏幕组成的巨型显示
屏上，众多跳动的数据映入眼帘，反映着实时生产
信息。 作为马钢“最强大脑”，“马钢智园”内设运营
管控中心、炼铁智控中心、生产服务中心等多个智
能化生产管控部门，实现在线、远程、无人操作。

从“经验生产”到“数字工厂”，这是马钢迈出
的一大步。 以炼铁智控中心的投用为例，铁区原
有数十个现场中控室， 现在仅设置 120 多个工
位，就完成了炼铁全工序的远程生产控制。 通过
智能化改造，马钢生产效率显著提升。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所在、 命脉所
系。实体经济水平越高，经济实力就越强，抵御风
险的能力也越强。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安徽主动顺应发展的
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
经济作为主攻方向， 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
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过去 5 年， 我省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工程，
每年滚动实施亿元以上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1000
项以上。 今年上半年， 全省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19.4%，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20.1%。

技术改造步伐加快，智能制造工程和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行动深入实施， 提升了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使传统产业焕发出更大生机和
活力。8月初，2021年《财富》世界 500强榜单出炉，
海螺集团和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再次入围，分列 315
位、407位，分别较前一年上升 52位、49位。

新兴产业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和
增长潜力。 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更须以“鼎
新”带动“革故”，奋力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抢占
高质量发展制高点。

今年 4 月，蔚来第 10万辆量产车在江淮蔚来
合肥先进制造基地下线。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
刻。 2年前，蔚来曾陷入发展困境,关键时刻合肥市
雪中送炭，由地方国资平台联合战略投资者，通过
股权投资的形式向蔚来注入资金， 助力蔚来摆脱
困境。 蔚来销量一路上涨，2020 年新车交付量
4.37 万辆，今年前 8 个月销量已超过 5.5 万辆。

合肥市引进蔚来的成功，为新能源汽车和智
能网联汽车这一重要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也吸引了众多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来皖布
局。 2020 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 10.5 万辆，居
中部第一、全国第四。今年前 8 个月，全省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双招双引”项目 71 个，总
投资 1925 亿元。

从新能源汽车到新型显示，从集成电路到智
能家电，从新材料到高端装备制造……省第十次
党代会以来，以“芯屏器合”为独特标识的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 创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已成为安徽的崭新名片。

合肥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人工智能和铜
陵先进结构材料入选首批国家级战新产业集群，
合肥智能语音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新型显
示实现“从砂子到整机”的整体布局，集成电路集
聚产业链企业 300 余家，长鑫 19 纳米动态存储芯
片实现量产，华米可穿戴设备销量全球第一。

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
块链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迅猛， 江淮大数据中
心、超算中心、5G网络等“新基建”加快建设，“皖企
登云”提质扩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明晰作战思路，理清实践逻辑，精准谋划手
法步法打法。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对十大新兴
产业“双招双引”作出科学部署，更多龙头企业、
重大项目、高端团队加速集聚。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新兴产业强筋壮骨。 安
徽在产业链价值链上迈向中高端， 经济竞争力、
创新力、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持续夯实新阶段
跨越发展的稳固支撑。

从“情怀投资”到“理性选择”

直到今年 4 月份， 面对 390 亩项目建设用地
需求却只能拿到 120亩用地指标的“僵局”，芜湖东
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佳倍感焦虑。

4 月中旬， 李佳受邀参加一场 “畅聊早餐
会”，向芜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说出了自己的
烦心事。 第二天上午，芜湖市政府召开会议出台
方案，解决了用地问题。

政府不“越位”，更不能“缺位”。 今年 3 月以
来，芜湖市创新政企沟通机制，开启每周一次的
“畅聊早餐会”，每周以特定主题或产业分类邀请
企业家参加，开门问策、畅通渠道、以商招商。

早餐会的背后，是安徽正推进的“顶格倾听、
顶格协调、顶格推进”的“顶格战法”，努力让干事
更高效，企业家更舒心，“双招双引”成果更显著。
今年上半年， 全省实际到位省外资金 7660.6 亿
元，增长 22.3%。

列改革题目，定改革举措，紧密对接群众需
求，悉心听取群众意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建
功立业、在改革中多得实惠。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安徽在深化“放管服”

改革上锐意攻坚，聚焦长期困扰市场主体和人民
群众的堵点痛点，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闯
关，创出安徽特色品牌。 企业开办时间、行政审
批、工程项目建设审批、不动产登记等 20 个方面
对接国内外先进标准持续提升，全面推行“皖事
通办”，率先推出 7×24 小时政务服务地图，企业
开办实现“一网通办、全程网办、一日办结”。证照
分离和告知承诺制等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
加快在全省实现全覆盖。

政府善用市场逻辑谋事、 资本力量干事、平
台思维成事。政府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在市场发
育不充分的环节着力培育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
安徽着力探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务
实操作路径。

今年 6 月 24 日， 安徽省万家企业资本市场
业务培训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暨首期培训班举行，
将集中用 1 年左右时间培训 1 万家企业，并逐步
覆盖到全部符合条件的企业。

为发展插上“市场羽翼”“资本翅膀”，受到国
内企业界、创投界人士高度关注。 “这场大规模培
训，是安徽全面提升政府和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
意识和能力的切实举措，提振在安徽布局和深耕
的信心。 ”国内知名创业投资机构“基石资本”创
始人、董事长张维说。

民营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创业创新的
主阵地、就业富民的主载体。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安徽不断优化民营企
业高质量发展环境，持续实施民营经济上台阶行
动计划，对标国内先进标准出台民营经济专项支
持政策，用“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办事
最快”成就企业家的创新创意创造。今年上半年，
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增长 18%，民营经济实现税
收 1872.6 亿元、 增长 21.3%， 全省民营企业达
165.7 万户，比 5 年前增长了近两倍。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是安徽发展最
大的势。

安徽全域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拓展了长三角的产业空间、市场空间和要素配置
空间，是长三角打造强劲活跃增长极、在全国发
挥引领带动作用的重要支点。

“长三角省份”的定位，拉高了发展标杆。 今
年三四月份，安徽省派出各个部门组成小分队去
沪苏浙考察，广泛“取经”，要求把全面对标沪苏
浙作为常态化、日常性工作标准。

善弈者谋势。 企业家和专业投资机构积极主
动顺应安徽是“长三角省份”这个大势。今年以来，
超过 3000 家行业领军企业、投资机构和商协会组
团来我省考察。上半年，全省 1亿元以上的投资项
目中，实际到位的省外投资资金同比增长 22.3%，
其中沪苏浙企业投入的资金占比接近 60%。

“以前来安徽投资，更多是出于家乡情怀，现
在，更多是从企业发展、要素配置等角度考虑作
出的理性市场化选择。安徽对各类企业的吸引力
都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强，已成为一片投资
热土。 ”正威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王文银
深有感触地说。

从“要素开放”到“制度开放”

8 月底，伴随着一阵鸣笛声，搭载着安徽绿茶
的合肥中欧班列从合肥北站缓缓驶出，标
志着安徽首趟茶叶专列成功开行。

开行中欧班列，是安徽融
入 “一带一路 ”的重要载
体。 2020 年合肥

中欧班列开行量突破 500 列，自开行以来年均增
速超 170%，成为重要开放大通道。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省上下持续推进大
通道大平台大通关建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
平，奋力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积极参与长三角区
域“单一窗口”互联互通协作，提升中国（安徽）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 2020 年安徽实现进出
口总额 5406.4 亿元人民币， 较 5 年前实现成倍
增长。 跨境电商、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加速发展，让更多安徽企业进军全球市场，以日
益健全的制造能力和产业体系，厚植参与全球市
场竞争的新优势。

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
外开放，自贸试验区是重要先导和高能级平台。

安徽自贸试验区启动建设以来，合肥、芜湖、
蚌埠三个片区内新设企业 8059 家 ， 签约入驻
658 个项目、协议引资额 4176.4 亿元，改革红利
和集聚效应正加快持续释放。

制度创新是安徽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功能。 7
月 28 日，省政府印发决定，建立中国（安徽）自由
贸易试验区特别清单，赋予自贸试验区省级管理
权限， 逐步建立完善适应自贸试验区发展需要、
符合自贸试验区特点的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

合肥蜀山经开区位于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
区。 在承接省级赋权过程中，大力落实项目用地区
域评估、告知承诺制、低风险工程免施工图等 10多
项改革措施，其中仅消防设计审查一项就把审批时
限从 15个工作日压缩至 10个工作日。 “这项改革
极大顺应了市场主体需求，有力调动了企业的积极
性。 ”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韩东说。

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创新。 充分发挥安徽
自贸试验区先导作用，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
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推动重点改革向更加
完善的制度靠拢、 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
展， 安徽正奋力在打造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国
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上展现更大作为。

“现在决不能错过安徽。 ”7 月 29 日，香港著
名高新科技企业衡宽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吴苏
考察安徽时发出了由衷感叹。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 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
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的奋进征程上， 安徽正在迸
发出更加强烈的“磁场效应”，加快在更大范围、更
广领域汇聚发展要素资源， 集聚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奋力绘就现代化美好安徽的壮美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