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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转型升级 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马鞍山：：智造名城加““数””崛起

从驰骋天下的马钢轮轴， 到汉马科技的明
星产品新能源重卡；从蜂巢能源科技的三元、磷
酸铁锂、无钴电芯，到锂电池隔膜、碳纤维产品、
数字创意产业软件和平台……2021 世界制造
业大会上，一众“马鞍山智造”产品精彩亮相，向
世界展示“智造名城”的魅力风采。

制造业是马鞍山的立市之本。从制造到“智
造”，一字之变，蕴含的是这座资源型城市加速
转型、跳出“周期”的深层逻辑。

近年来， 马鞍山坚持把做强做大实体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 通过乘 “智”加
“数”赋能传统产业、撬动新兴产业，让制造大市
蝶变“智造名城”，成为全省以新型“铜墙铁壁”
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脱胎换骨”的生动写照。

提“智”促提质

“智”炼钢铁，你见过吗？
从矿区中穿梭的 5G 无人驾驶矿车，到产

线上“大显神通”的机器人，再到被誉为“最强
大脑”的马钢智园，在中国宝武马钢集团，“数
据多跑路，职工少跑腿，钢铁炼出来”，“智造”
的魅力令人赞叹。

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智能制造是
必由之路。

用“智造”升级制造，以“智能”转换动能，
把“盆景”连成“风景”。马鞍山以智能制造为主
攻方向，积极推广宝武马钢“智变”经验，聚力
构建一流的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大刀阔斧推进
制造业“智变”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效益。

11 月初，马鞍山公布 2021 年度智能制造
标杆示范企业名单，认定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为特殊贡献企业，山鹰国际、马钢轨交、蒙
牛乳业 3 家企业为智能制造标杆示范企业，4
家企业共获奖补 8100 余万元。 这项工作在全
省首开先河， 充分表明了该市激励智能制造、
推动转型升级的鲜明导向。

为推动全市智能制造水平不断迈上新台
阶，马鞍山引进专业团队、搭建服务平台，为广
大企业乘“智”而上搭梯借力。 同时，广泛开展
线上评估、线下诊断，目前已完成上千家企业
的智能制造诊断、评估工作。

放眼一江两岸，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浪“智”
潮，让企业“脱胎换骨”，发展“乘风破浪”。截至
目前，该市共拥有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61 个，数量居全省前列。

用“智造”升级制造，不仅让传统产业迎来
华丽蜕变，更有力推动工业经济步入高质量发
展轨道。

面向未来，马鞍山将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
程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 目标到 2023 年
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全覆盖 ，到

2025 年培育市级以上智能工厂、 数字化车间
和生产线 150 个以上，加快建成长三角有重要
影响力的智造名城。

转型加“数”跑

8 月 20 日， 海尔卡奥斯、 马鞍山联通公
司、当涂县三方举行工业互联网战略合作云签
约仪式，将在“5G+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化
转型等领域开展合作， 标志着该县工业企业
“触网登云”迈入“快车道”。

制造添“智”，转型加“数”。
瞄准数字经济新赛道， 马鞍山抢抓机遇、

抢先发力，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以数字化转型引领高质量发展。

马鞍山先后出台实施《马鞍山 5G 通信基

础设施专项规划（2020-2030）》等文件，加快部
署 5G、IPv6 等新型网络设施， 累计建成 1935
座 5G 基站及配套设施，初步实现主城区和重
点工矿区 5G 网络覆盖。 加快推动工业与互联
网深度融合，全市钢铁、食品、造纸等产业累计
投入 70 多亿元实施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全
市规上工业企业智能制造成熟度达规范级。

坚持龙头引进和本土培育并重， 引导马
钢、山鹰等企业深化与宝信软件、麦肯锡、卡奥
斯、赛迪研究院等专业服务商的合作，提升企
业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水平。 宝武马钢“运营
管控中心”、瑞泰马钢“耐火材料行业精益生产
管控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一批企业级平台成功
搭建，马钢智慧料厂项目、马钢重机特色专业
型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云轨信息公司“轨道
交通客流大数据分析”项目等一批项目入选工

信部各类试点示范。 粤美金属“5G+工业互联
网全连接工厂”、华孚精密“5G 智慧工厂”等一
批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在马鞍山市槟城电子有限公司无尘车间，
4 英寸半导体芯片封装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其自主研发的防雷芯片主要应用于通讯 (5G
基站)、汽车电子等领域，下游客户包括华为、
三星、中兴等知名企业……

聚焦数字产业化， 出台 《关于加快打造
“1+3+N”产业集群升级版的实施意见》，重点
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全市软件互联网、集成电
路、先进光伏制造、通信通讯等重点产业集群
加快发展，智电电力科技入选工信部第二批智
能光伏试点示范企业，中电泰日升“中国电子
马鞍山产业基地项目”、东科半导体“超高频氮
化镓电源管理芯片项目”、中兴新地“中兴 5G
产业园项目”等一批重大项目加速推进，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新动能。

“数”“智”跃动，产业常青。
未来，马鞍山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加快

建设一批行业级、 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推
动企业“触网登云”；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
争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目标到 2025
年， 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位居全省前列。

亩均论英雄

日前，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会同省有关单位
起草的《关于推广亩均效益评价工作的意见》，
经省委、 省政府审定并正式印发。 这意味着，
2018 年由马鞍山率先实施的“亩均论英雄”改
革，已在全省全面启动。

转型升级，既要赋“智”，也要提“质”。
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一

招”， 马鞍山建立起一套以亩均效益评价为核
心的结果运用体系，以“正向激励+反向倒逼”

精准发力扶优汰劣， 倒逼企业实现创新强、亩
产高、节能好、减排多，“寸土生寸金”。

高质量发展“新战法”带来高质量产出。
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由实施评价

前的 12.59 万元提升为 14.75 万元，增长 17%；
近两年共倒逼 327 户低效企业实现转型或退
出，盘活、腾退低效企业用地 9128.78 亩，节约
土地再利用成本近 60 亿元， 为先进产能腾出
了宝贵空间，“种”出了一片片经济“高产田”。

开工！
11月 18日，计划总投资 92.69亿元的马钢

新特钢工程项目正式破土。 作为马钢“十四五”
规划的重大技改工程项目， 该项目设计年产钢
320万吨， 其中中棒 100 万吨， 线材及大盘卷
115 万吨，产品重点瞄准轴承钢、齿轮钢、弹簧
钢、非调质钢、合金冷镦钢等中高端产品市场。
项目的正式动工， 标志着马钢向打造中国宝武
优特钢精品基地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以项目为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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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马鞍山正加快打造“1+3+N”产业集
群升级版， 即以钢铁产业为主导的先进结构材
料国家级产业集群， 以智能装备制造、 节能环
保、 绿色食品为标志的 3个省级重大新兴产业
集群，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及
汽车、 生命健康等为特色的若干个市级新兴产
业集群 ， 力争到 2025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
6000亿元。

格力（马鞍山）智能产业园、天能电池、中联
重科、洁云健康生活用品、海底捞智慧工厂……
围绕产业集群主攻方向，马鞍山不断加强“双招
双引”“引育一个、跟进一批、带动一片”的集群效
应日益凸显，经济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

今年前三季度，该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与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双双位居全省第一；战
新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36.6%， 高于全省 7.7 个
百分点，位居全省第三。

“马鞍山智造”精彩亮相

智造名城“盛装”亮相国际舞台。
经过前期精心组织 ，2021 世界制造业大会

上，马鞍山携大批高端“智造”产品精彩亮相，集
中展示“马鞍山智造”最新技术成果和智造创新
实力。

此次马鞍山参展企业包括马鞍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蜂巢能
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安徽日发纺织机械有
限公司、蒙牛乳业（马鞍山）有限公司、中联重科
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余家，每家参展企业都拿出了

自己的“看家宝贝”。
打破国外垄断的重

型热轧 H 型钢 、为 “复兴
号”列车穿上“跑鞋”的轮

轴……马钢股份此次参展展品共约 50 余件，涵
盖“长材、板材、轮轴”三大类主导产品以及正在
迅速崛起的特钢产品，这些产品已出口到 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国内较早布局新能源重卡领域的企业
之一， 汉马科技将带来明星产品华菱新能源重
卡，拥有纯电动、混合动力和氢燃料电池三大平
台。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纯电动重卡市场占有
率已连续两年居行业第一。

作为新近落户马鞍山的“百亿级”大项目，蜂

巢能源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将集中展示三元、
无钴、磷酸铁锂及大圆柱电芯。全球工程机械前五
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将带来旋挖钻机、高空
作业机械、起重机等工程机械；安徽日发纺织机械
有限公司将现场展示新一代转杯纺机等新型智能
纺织机械；马鞍山欧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将展
示碳纤维导辊、碳纤维轴等新材料产品……

在绿色食品产业展区 ， 蒙牛乳业 （马鞍
山 ）有限公司 、颐海 （马鞍山 ）食品有限公司也
将搭台参展 ，向世界推介 “马鞍山味道 ”。 作为
中国互联网 100 强企业 ， 马鞍山百助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产品均为数字创意产业软件和平
台 ，包括 “帮您淘优惠 ”电商优惠券平台 、 “萤
火虫惠聚 ”充值平台 、“火麟网 ”工业互联网云
平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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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8 日，投资 92.69 亿元的马钢新特钢工程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