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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阶之路
■ 本报记者 汪国梁

新时代的中国经济版图上，一个十分
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安徽的争先进位。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省级行政区生产
总值排行榜上， 安徽以 31874.8 亿元跻身
十强之列。 这是历史性的突破。 安徽在全
国经济格局中曾长期处于 “总量居中、人
均靠后”的状态，如今迈向“总量靠前、人
均居中”，跨上了前所未有的新台阶。

在舆论场中， 安徽的热度近年来也持
续上升，一改存在感不强的“小透明”形象，
开始频繁“破圈”。从蔚来汽车到长鑫存储，
从柔性显示到可穿戴设备，安徽企业、安徽
产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和流量。

是什么支撑了安徽经济的崛起 ？ 答
案可能有很多：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
家战略的赋能，承东启西、左右逢源的区位
优势，对科技创新长期坚定不懈地投入……
这些利好因素发挥作用、落地开花、由因结
果，最集中地体现在制造业这个根基上。

制造业兴则经济兴 ， 制造业强则经
济强。

今年前三季度，在全省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10.2%的背景下， 安徽规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3.3%，制造业增长 14%。 百
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之下，制造业在抗
御风险、应对变局中的基石之重，得到事
实与数据的有力验证。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
期。 ” 将视野拉向中长期， 自 2016 年至
2020 年， 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8.1%、居全国第三位，制造业增加值迈上
万亿元台阶， 首次入围全国制造业十强
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居全国第七
位、中部第一位。

毫无疑问，安徽经济总量入围全国十
强，首先是制造业入围全国十强。 安徽经
济的进位，根基是制造业的进阶。

拥抱蓝海 开疆拓土

如果评选近年来安徽制造业在产业
界、投资界影响最大的事件，合肥引进蔚
来必定入围。

这已是广为传扬、 为人熟知的故事：
2020 年上半年，合肥在蔚来极度困难的情
况下果断出手，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引进
蔚来中国总部。 获得“输血”的蔚来迅速脱
困，市场表现、股价均一路上扬，今年 4 月
跨过第 10 万辆量产车下线的里程碑，9 月
单月交付量突破 1 万辆。

作为造车新势力的龙头， 蔚来落
户对合肥乃至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发展兼具直接拉动效应和品牌宣传效
应。 合肥市政府与蔚来共建的新桥智能电
动汽车产业园规划整车年产能 100 万辆、
电池年产能 100GWh， 将引入大量关键配
套企业，形成高度聚集的产业链。

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最重要的配套，
动力电池行业头部企业自 2020 年下半年
以来大举“进军”安徽。 比亚迪、中航锂电、
孚能科技、 蜂巢能源等企业已陆续在合
肥、芜湖、蚌埠、马鞍山等地投资建设生产
基地。 随着产业链优势企业的集聚，在全
国乃至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格局中，
安徽的分量越来越重，雄心勃勃地提出打
造世界新能源汽车之都的目标。

其实，在传统汽车制造业中，安徽虽
然有着鲜明特色，但无论体量还是竞争力
都没有明显优势。 发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并
迅速占据有利身位，代表了安徽发展制造
业的一条典型路径：聚焦新兴产业，通过
高端引领、龙头带动做强做优做大，抢占
行业发展制高点。

对于曾受困于“大而不强”的安徽制
造业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打法。 “虽有智
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 ”新兴
产业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最具活力和增
长潜力的“蓝海”，根据自身禀赋和基础选
准赛道，就可能借“风口”之利快速壮大。
当然，这需要操作层面的精准、专业，极为
考验地方政府的胆识和智慧。

近年来，安徽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的努
力已在多个领域结出累累硕果。

新型显示产业，安徽已形成以显示面
板为核心，“从砂子到整机”的全产业链布
局，成为国内面板产能最大、产业链最完
善、技术水平最先进的产业集群，面板产
能约占全球 10%，产品供应基本覆盖国内
外主流终端厂商。

集成电路产业， 安徽已形成从设计、
制造、封装和测试，到材料、装备、创新研
发平台和人才培养等较完整产业链条，产
业链企业超过 300 家，初步构建起以合肥
为核心、沿长江相关市协力发展的“一核
一带”产业格局。

光伏产业，安徽汇聚上下游企业超过
150 家，形成从光伏玻璃、电池片、组件及
配套，到逆变器、储能电池、发电工程等较
完整的产业链。2020 年全省光伏电池及组
件产量居全国第三位，光伏逆变器产量连
续多年稳居世界前列。

工业机器人产业，安徽近五年平均增

速超过 35% ，2020 年营业收入达 380 亿
元、居全国第六位。

“中国声谷”成为全国第一个以“中国”
冠名、第一个部省合作共建、第一个配套专
项支持政策的人工智能产业基地，2020 年
营收 1060 亿元、入园企业 1024 家，成功实
现“双千”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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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合肥智能
语音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
抢占制高点，壮大新动能。数据显示，自

2016年至 2020年，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由 22.4%提高到 40.3%。
今年前三季度，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
长 28.9%，比全部工业高 9 个百分点。 抓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安徽
制造”在新赛道、新领域不断开疆拓土，版图
在深刻重塑，能级在稳步提升。

苦练“内功” 脱胎换骨

下单一台洗衣机，买家可以观看生产
的全过程， 追踪从零件到整机的各个环
节———在合肥美的洗衣机工厂，可视化生
产填补了客户与厂家之间的信息鸿沟，也
改变着消费者与生产商之间的关系。

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使全球制
造业发生大规模的产业生态和制造模式
变革，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绿
色化改造是大势所趋。

以合肥美的洗衣机工厂为例，这家国
家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工厂，通过“5G+智
能制造”新模式，实现从订单开始，供应链
管理 、智能化排产 、柔性化生产 、质量控
制，再到物流管理、售后服务等全价值链
的数智化管理，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在生
产线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年产能由过去的
不足 800 万台增加到 2020 年的 1300 万
台，产值翻番，近 3 年累计降低人员成本
6743 万元、降低能耗 50%。

家电是安徽制造业的传统强项，以合
肥、滁州、芜湖为中心形成了中国乃至全
球重要的家电制造基地，冰箱、空调、洗衣
机、彩电等“四大件”年产量近亿台，约占
全国 1/4。 当下，建材家电化、家电智能化、
家居智慧化推动家电业的升级。 行业格局
的重构中，安徽家电业加快生产改造和产
品迭代，迈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网
络化，从而巩固领先地位、重塑竞争优势。

大规模的技术改造， 已成为安徽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引擎。 过去5年，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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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驾驶矿车“听令而行”、智能

“专家”24 小时在线“紧盯”设备运行
状况……走进位于芜湖的海螺集
团智能工厂，随处可见工业互联网
给传统制造业带来的“科幻感”及智
能化带来的效能提升。

在奇瑞汽车股份公司第三总装厂
生产车间， 超高清工业摄像机以每分钟
200 张的速度， 对准流水线上的涂胶机器
人不间断地进行全方位拍摄。 图片数据和
其他生产经营、 研发数据在云端快速汇
聚，源源不断传送到“数字化管理决策驾
驶舱”，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撑。

作为马钢“最强大脑”，“马钢智园”运
营管控中心 96 块屏幕组成的巨型显示屏
上， 众多跳动的数据反映着实时生产信
息。 从“经验生产”到“数字工厂”， 新型智
慧管控模式，使马钢在多个生产环节实现
在线、远程、无人操作。

从全省范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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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传统产业焕发出

更大生机和活力。 与中国宝武战略重组
后，新马钢走向“大而强”。 海螺集团、铜陵
有色已连续 3 年上榜世界 500 强，今年排
名分别较前 1 年上升 52 位、49 位。

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提升着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苦练“内
功”强筋骨，“安徽制造”正在告别“大而不
强”， 呈现出规模总量与质量效益同步跃
升的良好态势。

矢志创新 布局未来

创新能力是制造业能否保持强大竞
争力的生命线。

安徽区域创新能力已连续多年稳居
全国第一方阵，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等重大创新平台让安徽创新力量如虎添
翼 ，量子通信 、动态存储芯片 、陶铝新材
料、超薄玻璃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原创
成果，墨子号、九章、祖冲之号、人造太阳
等重大科技成果令世界瞩目，有着支撑制
造业创新的显著优势。

工信部近日批复组建 4 家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这是制造业创新力量的“国
家队”，其中 2 家花落安徽。 依托合肥智能
语音创新发展有限公司组建的国家智能
语音创新中心，集合了科大讯飞、寒武纪、
优刻得、中科类脑等行业骨干力量。 由中
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牵头建设
的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曾取得一系
列“中国首创、世界第一”的创新成果并成
功实现产业化，将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
玻璃新材料协同创新平台。

2 支“国家队”的身后，是安徽为制造
业创新所培育的深厚土壤。 近年来，安徽
实施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创建省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 38 家， 培育省级以上企
业技术中心 1537 家， 技术中心所在企业
数量占规上企业的 8.4%，实现营业收入和
利润占规上企业的六成以上。

科技创新领先一步，产业发展领跑一
路。 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的科大讯飞，自
主高端汽车品牌“出海”先锋蔚来，撬动全
球存储器市场格局的长鑫，全球可穿戴设
备出货量第一的华米科技……在智能语
音、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智能可穿戴设
备等领域，创新让“安徽制造”的行业话语
权、 标准制定权和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
成为影响全球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创新森林的茁壮成长， 需要优良的生
态。 安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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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安徽创新馆为龙头、 链接 16个市的科技
大市场，为科创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对接提供
了更加广阔的渠道。 培育科技经理人队伍，
给予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赋予科学家更大
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
源调度权……面向“十四五”，安徽在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上拿出了更多举措。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
进的背景下，安徽超前布局量子科技等未来
产业并已经获批建设国家实验室，产出了量
子计算原型机、量子操作系统等一大批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相关产品市场占有
率国内领先，取得了先发优势。 国盾量子登
陆科创板时， 以近 10倍的涨幅刷新科创板
新股首日涨幅纪录， 即是资本市场对安徽
“科创+产业”发展路径的热烈回响。

谁赢得了创新，谁就赢得了未来。安徽
科创的优势，必将更好地转化为发展胜势，
为“安徽制造”持续进阶提供澎湃动力。

题图: 中国宝武马钢股份特钢公司优
质合金棒材生产线正在有序生产。 （资料
图片） 本报通讯员 罗继胜 摄

安徽5G+工业互联网
十大创新应用发布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11 月 18 日下午，在 2021 世界制造业大会
即将召开之际，由安徽省经信厅承办的“工业互联 智造未来”———工
业互联网创新应用论坛在合肥举行，并发布“安徽省 5G+工业互联网
十大创新应用”。

十大创新应用分别是：芜湖美的厨卫 5G+MEC智慧工厂、蚌埠凯盛
5G+数字化车间、中煤新集利辛 5G+智慧电厂、亳州古井 5G+智慧工厂、
安庆雅德帝伯 5G+数字工厂、 界首吉祥三宝 5G+智能工厂、 淮北矿业
5G+智慧综采、马钢重机 5G+智慧工厂、国网安徽 5G+特高压密集通道
及配电智能运检、广德通用汽车 5G+车联网。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下的新型
基础设施、创新应用模式和全新产业生态，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关键重要载体，是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
抓手。 我省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抢抓机遇、抢滩布局，取
得了积极成效。 今年年初以来，全省培育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42家，
建成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 59个， 省级工业互联网综合服
务平台———“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 同时，全省推动“上云用
数”， 大力实施 “皖企登云” 提质扩面工程， 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到
57%，1843家企业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 企业数字化
转型能力显著提升。

中部地区国际商会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彭园园）2021 世界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我省与
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武汉国际商会共同发起成立中部地区
国际商会联盟，并与长三角国际商会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深化交流
合作，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部地区国际商会联盟旨在落实中部崛起国家战略， 重点加强
中部地区各国际商会之间的交流互动和业务合作， 搭建贸易投资信
息平台，开展业务合作、交流考察、信息互动、贸易投资意向对接等工
作，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优势互补、资源互通、动能互促，长三角国际商会联盟和中部地
区国际商会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加强长三角和中部地区各
贸促会、国际商会之间的交流互动，通过外事交流、商事法律、会议展
览等经贸活动的筹划组织， 努力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打造区域更
广、质量更高的经贸合作平台。 充分调动长三角和中部地区产业、技
术、资本、人才等市场要素，为长三角和中部地区各省市招商引资和
招才引智提供平台，协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际商协会合肥共识》发布

本报讯（记者 彭园园）11 月 18 日，2021 世界制造业大会国际商
协会（安徽）会议举行，来自德国、法国、日本、韩国、阿联酋、英国、波
兰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商协会和贸易投资促
进组织共同发布《国际商协会合肥共识》。

《合肥共识》提出，面对新冠肺炎、地缘政治经济因素给全球经济
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为推动各国各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实
现互利共赢、造福人民，各有关商协会和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有必要在
社会层面、从非官方角度开展普遍合作，努力成为密切联系各国各地
区政府、企业的桥梁和纽带，促进政府、社会、企业有效协同，促进项
目、产能、产品、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有效配置，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各有关商协会和贸易投资促进组织应促进建立
和完善开放、公平、高效的国际商贸规则和营商环境，以贸易投资促
进为主线，带动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增进民间友
好，为构建活力、创新、协同、包容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发挥商协会和
贸易投资促进组织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合肥共识》明确，就参与中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国中部崛起
等国家战略寻求互利共赢而言，有必要共同参与、相互协作，以安徽
作为中国长三角和中国中部地区的链接点， 发挥长三角和中部地区
商协会联盟作用，共同建设“国际贸易投资促进组织和商协会产业峰
会”和类似活动平台，积极组织各自企业参加经贸交流和推介对接活
动，挖掘长三角和中部地区乃至中国的经贸投资合作潜力。

荩 位于合肥新站区的合肥京

东方 10.5 代线正在紧张生产
中。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荨�� 合肥美的洗衣机有限公司的数
字车间。。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 在天津梅江会展中

心， 观众体验科大讯飞的
声音实验室。 （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江淮蔚来制造基地，职工们在精心组装车辆。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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