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距离服务为企业送来“及时雨”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任雷

“多亏了省‘四送一服’工作组的帮
忙，不仅促成我们与江南大学的合作，还
帮助引进专家团队， 使企业的技术水平
直线提升，发展信心更足了！ ”近日，面对
省“四送一服”第三工作组的回访，位于
涡阳县开发区的安徽黑娃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全省开展“加强‘双招双
引’推动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年度
目标任务完成 ‘四送一服 ’专项行动 ”，
省市县三级联动， 深入企业生产一线，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难题，将相关政
策、资源等送上门，零距离服务企业。 目
前 ，该行动正在 “回头看 ”，对上半年行

动中发现的问题办理落实情况进行跟
踪回访。

今年上半年，省“四送一服”第三工
作组第一次到黑娃食品公司走访时，了
解到企业遇到技术瓶颈。通过协调，他们
邀请了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的专
家团队，为企业“问诊把脉”。

“当时就签订了总价 500 万元技术
联合攻关协议， 以解决企业新开发的瓜
蒌子产品在品质控制和质保方面存在的
技术难题， 并协助申报了省重大科技专
项。 ”黑娃食品负责人告诉记者。

企业还向工作组反映，准备推出的
“休闲食品安全危害物检测新技术及
加工新工艺 ”研发项目 ，也存在技术瓶
颈 ，以企业一家之力难以推进 ，希望工
作组能够施以援手 。 由于省农科院没

有相关的技术团队 ， 工作组成员经过
多方沟通协调 ， 了解到江南大学有一
研发团队所做课题与该企业遇到的问
题类似 ，或可与企业合作 ，共同攻克技
术难关。

随后，涡阳县“四送一服”办、科技局
和开发区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赶赴无
锡， 就遇到的技术难题向江南大学专家
请教咨询，寻求合作机会。由于前期工作
组的铺垫， 双方交流顺畅， 合作意向强
烈。后期，江南大学专家团队多次到黑娃
食品公司走访，对企业经营状况、资金、
人力配置、 现有设备和科研条件进行全
面了解，推进双方合作事宜。

近日 ，企业与江南大学的 “休闲食
品安全危害物检测新技术及加工新技
术开发” 产学研合作协议正式签订，项

目研发周期为5年， 总计经费400万元，
其中300万元用于实验经费、100万元用
于设备购置。

“在江南大学的帮助下 ，我们炒货
的真菌毒素 、农药残留 、微生物污染检
测新方法及一种茶萃瓜蒌子的加工新
工艺、一种海盐味瓜子负压入味加工新
工艺等多项技术，都将取得新突破。 ”企
业负责人说，“四送一服”工作组为企业
发展送来“及时雨”，通过校企合作不仅
解决了技术难题，让企业吃下食品安全
的“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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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合肥高新区积极抢抓科技企业孵
化器发展机遇，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
增强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 2020 年末合肥高新
创业园入驻企业数共计 1124 家， 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213.4 亿元，上缴税收超 7 亿元，年度增幅
均超过 10%。其中，以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占园区企业比重为 53.6%，
收入贡献率高达 68.9%。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
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机会与挑战并存。 数字经济对世
界经济、政治和科技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不仅成
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更是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但仍存在基础研究薄弱、产
业融合不足、区域发展差异、人力资本缺乏四个
方面的挑战。

未雨绸缪，计划与措施同行。 为拥抱数字经
济，助力高质量发展，合肥高新区早在 2020 年
就开始探索数字经济的步伐。2020 年 9 月，合肥
高新区获批 “合肥市数字经济产业创新试验
区”。 作为全省最大的数字经济产业高地，合肥
高新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清晰， 形成以应用软
件、集成电路、高端装备为基础，以数字设备、大
数据、云计算为中坚，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
科技、信息安全为重点布局的产业梯度格局。 完
成经济大脑、智慧城市、量子应用等大数据场景
建设，实现大数据在政务服务 、经济管理 、城市
建设 、社区治理 、教育医疗 、生态环保等领域
的广泛应用 。 4 月 ，合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获批 ，在数据要素流通 、应用创新示范 、
数字产业集聚 、产业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创新
等方面大胆探索 、先行先试 ，形成可复制 、可
推广的经验。

2021 年 1 月， 全省首个数字经济支撑技术
公共服务平台即在高新区正式运营， 平台聘任
中科大、中科院、合工大等大院大所及龙头企业

的 6 位专家组建首批数字经济专家顾问团队，围
绕大数据、信息安全和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领
域支撑技术，为高科技企业开展数字经济领域的
技术创新提供支撑技术体系化服务。

合肥高新数字经济孵化器于 2021 年 6 月正
式起航，于 10 月正式投入使用，场地位于创新产
业园 D8、D9 栋，面积约 11000 平方米。孵化器将
按照科技部“在孵企业”认定要求招引入驻项目，
围绕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分类”标准，重点培育
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
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 5
大类新创、初创企业。

值此“十四五”开局之年，合肥高新区坚持引
领产业数字化升级、加快数字产业化进程，积极
探索创新创业服务载体的专业化建设道路。 合
肥高新创业园将围绕 “专业孵化”+“孵化专业”
的工作目标，聚焦“技术驱动+业态新颖+场景丰
富”的数字经济企业，不断加大产业资源整合力
度，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双链融合”，助力区域竞
争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合肥高新区 专业孵化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合肥高新区一角。

11 月 22 日， 小雪节气， 窗外寒意
浓，“古”“明”携手暖。自今年年初古井贡
酒与明光酒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明
光酒业再有新动作， 其美好乡村合作签
约暨新产品上市发布会在合肥洲际酒店
举行。 大会发布了明光酒业新 LOGO，
同时推出 53°明绿液等 5 大战略新品 ，
跨越多个价格带， 满足当下消费者多元
化市场需求。

2021 年 1 月 10 日， 古井贡酒与明
光酒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安徽两大名
酒正式实现历史性牵手。至此，古井贡酒
成为拥有 “三个品牌”“四种香型”“三地
产区”的中国名酒企业。

滁州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源
地，白酒酿造更是根植于农耕文明，在助
力乡村振兴上明光酒业具有天然的使命

感与责任感。 明光酒业核心产品 “明绿
液”正是依托明光绿豆为原料，开创了明
绿香，在白酒市场独树一帜。

古井集团党委委员、 安徽古井贡酒
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明光酒业
党委书记闫立军在致辞中说，“古”“明”
携手后，双方致力于提升“明绿液”的品
质，在确保老明光自身优势的同时，不断
丰富明绿香的品牌内涵并取得阶段性成
果。新品明绿液和明光特曲怀旧版，既是
适应新时代对高品质美酒的需求， 也是
对明光酒业工匠精神的传承。

明光酒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 中国
酒业正在进入 “小香型 ” 的战略黄金
期 ，市场也迎来消费个性化时代 ，明绿
液酒开创了白酒企业豆类酿酒的先
河 ， 独树一帜 ， 坚持高端与健康的元

素，将大有市场。
为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明光酒

业还与明光贡品绿豆主产区的涧溪镇、
石坝镇、 自来桥镇代表就 “美好乡村合
作”签约，用实际行动全面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 也从源头上确保明光酒业酿酒专

用绿豆的产量和质量， 酿造清香健康的
明光美酒。据悉，明光酒业未来规划在滁
州筑壁垒，安徽全布局，融入长三角，迈
向全国化；力争“十四五”末回归安徽白
酒 第 一 阵 营 。

（风鸣 丁琪）

助力乡村振兴、推出战略新品———

“古”“明”携手 光耀江淮

闫立军致辞。

发布会现场。

近日，位于合肥市的安徽庐阳董铺国家湿地公园池杉林在冬日阳光照耀下，呈现出火红的绚丽颜色，美不胜收。 近年来，合
肥市加大力度在董铺水库建设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湿地生态保护、水源涵养林等项目。目前，安徽庐阳董铺国家湿地公园水源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动植物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湿地公园杉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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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宝

通讯员 徐基山 ）11 月 22
日，由中铁十二局一公司
承建的滁宁城际铁路一
期工程运营控制中心主
体结构顺利封顶，即将开
始设备安装。

滁宁城际铁路计划
于 2023年 7月 1日建成通
车，对滁州市实现滁宁同
城化发展、加快推进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具有
重要示范意义。

滁宁城际铁路运营控
制中心是滁宁城际铁路的
运营核心与调度中枢，将
对线路所有运行列车、车
站、 车辆段及区间实施集
中指挥调度， 并对客流进
行动态分析预测， 为全线
运营决策提供直接重要参
考 。 该中心建筑总面积
57826 平方米， 由运营办
公楼、 控制中心以及两层
地下室三部分组成。

据悉，滁宁城际铁路
（滁州段） 项目采购的 14
列共 56 辆的市域 D 型车
辆已进入评标阶段。

蚌埠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结果揭晓
本报讯（记者 殷骁）11 月 22 日，由

蚌埠市人社局、 团蚌埠市委主办的第九
届蚌埠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
活动举行。晋级决赛的 12 个创业项目团
队经两轮比拼， 安徽钰隆新能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 “空调节能智能
管理平台”项目获一等奖。 大赛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6 名同时揭晓。

本次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旨在营造鼓
励青年创新、 支持青年创业的良好氛围。
自 9月开放报名通道以来，吸引了来自合
肥、芜湖、马鞍山、沈阳等地 218个创业项

目参赛，项目涵盖绿色环保、乡村振兴、健
康食品、创新科技、现代农业等领域。

蚌埠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已连续举
办 9 年， 吸引优秀青年创业项目 1991
个，培训青年 1 万余人次，直接辐射创业
青年 7 万余人，线上线下共覆盖近 60 万
青年参与。今后，团蚌埠市委将继续在引
导和鼓励青年创新创业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培育一批发展前景好、市场竞争力强
的优秀项目，激励更多怀揣创业梦想、富
有创业激情的有志青年尽显其能、 尽展
其才。

全椒开展粮食收购市场执法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章兴友 记者 周连

山）连日来，全椒县开展粮食收购市场执
法检查，加强粮食市场监管。 截至目前，
该县共检查粮食收储企业、 收粮大户62
户（次），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12份，查处
价格、计量违法案件5起。

为确保国家粮食收储和价格政策执
行到位，规范粮食收购和流通秩序，维护
农民权益，全椒县市场监管局近期对粮食
收储企业、 个体收粮大户进行细致排查，
建立登记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该局
印制宣传小册， 上门进行政策法规宣传，

要求收储企业和收粮大户严格执行国家
粮食收购政策，遵纪守法、诚信经营，切实
保障农民权益，防止坑农害农行为发生。

该县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价格、计量、
检验等专业人员对粮食收储企业和收粮
大户进行执法检查， 重点检查是否严格
执行明码标价， 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以不公平高价销售粮食或者以不公
平低价收购粮食，是否存在垄断行为，是
否存在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破坏计量
器具准确度等计量违法违规行为， 以及
其他违反市场监管的行为。

六安金安区“四函”机制化解群众难题
本报讯（记者 袁野）六安市金安区

推行“四函”工作机制，通过落实交办函、
提醒函、督办函、回访函制度，推动陈年
积案信访等疑难问题及时有效化解。 今
年以来，金安区共交办信访案件 236 件，
办结率 97%， 群众满意率在 98%以上，
问题在区、乡、村（社区）基本上得到及时
有效化解。

该区在对信访事项进行研判、分流、
分办的基础上， 及时对责任单位下发信
访事项交办函， 按规定填报群众诉求化
解审核表， 做到 “一案一卷、 一案一方
案”。 今年，该区共发出交办函 86 件，明
确责任单位和包保责任人， 明确化解时
限。 根据区领导分管工作以及联系乡镇
街的信访问题进行分类， 以提醒函的方

式呈报区分管负责人。 包案负责人须面
对面听取信访人诉求，找准问题症结，协
调解决办理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积极解决上访群众的合理诉求。

为提升办事效能， 金安区委督查考
核室牵头组建群众诉求办理社会督察员
队伍， 组织社会督察员采取明察暗访等
形式，重点督查阶段性任务完成情况、领
导干部包保责任落实情况、 规定时限化
解到位情况等， 并及时发出督查结果通
报，视情下发督办函，提醒并催办信访事
项的办理。 对已办结和正在办理中的信
访事项， 该区通过电话或邮寄信件方式
调查信访群众对化解结果是否认可、对
责任单位和包保责任人是否满意， 并征
求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四送一服”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