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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光前行，步履不停
———记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东成

■ 本报记者 田婷

一块弧形的汽车前挡风玻璃前，悬
浮着空中成像的智能仪表盘……日前，
记者在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见到了
有“未来感”的一幕。

“我们利用交互式空中成像技术，
让仪表盘直接悬浮在驾驶员和前挡风
玻璃之间 ，既提升了科技感 ，又不影响
驾驶员目视前方、正常行驶。 ”公司董事
长韩东成说 ，目前 ，已有多家车企前来
对接、下单。

从 2016 年仅有 2 名创业合伙人，到
如今拥有员工 200 人，一路走来，韩东成
尝尽了创业的酸甜苦辣。

2016 年 8 月，韩东成与同在中科大
读研的范超一起创业， 两人的名字中各
取一个字，成立了东超科技。 “我的专业
是光学， 办科技企业、 研发空中成像技
术，是我创业的初衷。 ”韩东成说。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摸索，韩东成和
他的团队成功研发出国内第一块等效负
折射率平板透镜， 掌握了可交互空中成
像技术。有了这一核心技术，东超科技开
始融资、投入量产，驶入发展快车道。

然而，创业之路不会总是一帆风顺。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然来袭。 “当时，
很多企业停产， 我们的上下游产业链断
了。 公司自身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发完 1
月份工资之后， 账户上只剩 7 万元。 那

时，我们谈了几家融资方，但资金迟迟没
有到账。 我当时焦虑万分， 整夜睡不着
觉。”韩东成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省投
资集团通过走访调研发现了东超科技融
资难的问题， 并向该企业投资 1000 万
元。随后几个月，这笔投资又帮助东超科
技吸引来其他社会资本 5000 万元。公司
活了下来。

韩东成带领他的团队， 以可交互空
中成像技术为基础迅速研发出无接触自
助挂号机等终端设备， 用于公共卫生领
域，让人们可以“隔空”操作，减少交叉感
染风险，助力抗疫。

如今，东超科技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累计申请知识产权 400 多项， 自主开发

产品类型有 10 余种， 主要分为 4 大类，
分别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 智能驾驶领
域、智能家居领域、公共设施领域，丰富
了产品线。

“可交互空中成像这一核心技术成
功攻关后，我们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平
均 3 个月就能出现一个新应用 、 新产
品。 ”韩东成说，可交互空中成像技术在
智能驾驶领域的应用，是东超科技 2022
年创收的主要发力点。

作为从校园走出来的创业者， 韩东
成感慨颇多：“创业之路非常艰辛。 这 5
年来，企业经历了生死考验，但无论多困
难，我都追光前行，步履不停。 ”

荩 1 月 7 日， 在中铁上海局三
公司承建的合肥地铁 8 号线清河
路站施工现场， 该公司工会和庐
阳区官塘社区联合开展“送健康、
送祝福、送安心”活动，为即将回
家过年的农民工免费体检， 并赠
送口罩、洗手液、医用酒精等健康
“年货”。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报通讯员 胡静波 摄

▲ 1月 7日，合肥市蜀山区南岗镇侯店村联合南岗幼儿园举行“情暖腊八，品赏民俗”活
动。 家长代表和小朋友共同参与制作腊八粥，送给正在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通讯员 尹巧云 摄

环境“高颜值” 生活更舒心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本报通讯员 汝平

从亳州花戏楼往北约 2 公里 ，有
一片绵延近千亩的城中湿地， 名为陵
西湖。 冬日暖阳照在波光粼粼的陵西
湖上， 大片米黄色的芦苇在湿地随风
摇曳。 人们从“生活空间”来到“自然空
间”，漫步廊桥栈道赏景休闲 、亲近自
然， 在水清岸美的生态公园享受惬意
的时光。

陵西湖位于亳州市谯城区汤陵街
道，北接亳宋河、陈治沟 ，南衔城区涡
河， 因位于传说中的商汤王陵寝以西
而得名。 如今美丽宜人，但前些年曾一
度被垃圾包围，水质最差时为劣 V 类，
群众投诉较多。 “过去这一片的环境很
差，湖水又黑又臭，大家都不愿意在湖
边住。 ”附近居民赵萍说。

全面小康，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
近年来，亳州市系统推进水体整治，持
续改善人居环境。 陵西湖“变美”，就是
其中代表。 当地在陵西湖治理中清淤
截污，经过系统治理，湖面扩大了 ，水
质也变好了。 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当地
保留了原生态的树木、芦苇荡，恢复并
打造大面积湿地、滩涂，形成丰富多样
的水岸和滨水空间。 铺路建桥、栽树种
花、 打造湖心小岛……陵西湖从黑臭
水体变成了生态公园。

“变化真是太大了 ， 一年四季各
有各的美 ，孩子最爱上这儿玩 ，我也
爱到这里散散步 、看看景 ，感觉很舒
适、很安逸。 ”说起现在的陵西湖 ，赵
萍赞不绝口。

“这里水清岸美 、空气清新 、场地
又大，随手一拍就是风景，真是给咱老
百姓的生态福利。 ”带着孩子在陵西湖
边游玩的市民李玉感慨。

水环境治理项目， 建好还要运行

维护好。 陵西湖公园现有近 30 人的保
洁队伍，每天进行保洁清扫，让陵西湖
保持“高颜值”。

如今 ，陵西湖公园体育广场北侧
再添新景 ，新增了一处集装箱特色街
区 ，进一步擦亮 “城市会客厅 ”名片 。
街区设计理念是以湖中一滴水幻化
而来的水精灵“陵宝”为形象 ，根据亳
州特色华佗五禽戏文化元素 ， 摆出
虎 、鹿 、熊 、猿 、鸟造型 ，与造型各异 、
错落有致的集装箱相融合 ，整个街区
充满青春活力 ，同时映射出深厚的文
化底蕴。

“街区里有音乐酒吧 、 花艺美学
馆、书吧及会客中心等。 ”特色街区项
目负责人介绍 ， 街区铺设透水路面 、
栽种观赏树 、移植草坪 ，保持了陵西
湖边原有的自然生态面貌 ，在今年元
旦向公众开放。 “新增了这个街区，以
后我们带孩子玩的地方更多了 。 ”市
民朱小红说。

陵西湖环境改善 ，是我省纵深开
展“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 、整治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缩影。 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近
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 ， 将污染防治与民生改
善、城市景观、宜居环境相结合 ，提供
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 提升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

2021 年前 11 个月， 全省 PM2.5 平
均浓度为 32.4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9.0%；优良天数比例为 85.7%，同比持
平。 2021 年前 10 个月，全省地表水国
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81.4%，同
比提高 5.8 个百分点， 无劣 V 类断面。
江淮大地，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
徐徐展开。

淮南：文化名家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通讯员 徐瑞

成）日前，淮南市文化名家进校园活动在
淮南师范附小山南第十四小学举办，来
自全市文化系统的 30 位名家为广大师
生送去了精彩的文化盛宴。

本次活动分为书法讲座和文艺展
演 ，其中京胡独奏 《大宅门 》、男声独唱
《我爱你中国》、诗朗诵《致橡树》、淮河大

鼓《一块马骨头》以及楷书行书草书篆书
等现场展示让广大师生感受到优秀传统
文艺的独特魅力。 这是该市首届文化名
家进校园活动， 接下来还将继续组织文
化名家奔赴淮南第二十六中学、 淮南联
合大学等大中小学展演。据悉，活动由中
共淮南市委宣传部、淮南市教育体育局、
淮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荨 1月 3日，在淮北市濉溪县乾隆湖风景区，濉溪县健身舞龙队的队员们在舞健身
龙。 具有传统色彩的龙头，配上色彩鲜艳的龙身，牵住龙绳舞动时，五颜六色的彩龙
上下翻滚，让人眼花缭乱，十分壮观。 本报通讯员 周方玲 摄

合肥去年前 11个月新能源
汽车产业产值同比增 46.4%

本报讯（记者 许根宏）记者 1 月 6
日从合肥市经信委获悉， 该市目前已
引进培育蔚来、 江淮等一批新能源汽
车上下游企业 120 余家。 去年前 11 个
月， 合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同比
增长 46.4%。

近年来 ，合肥市科学谋划 ，加强
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加速推动 “科
技创新 ”“工业立市 ”战略升级 ，推出
完备的产业扶持政策 ，打造产业地标
与产业集群。

2020 年， 蔚来汽车中国总部落户
合肥。去年 4 月，蔚来汽车与江淮合作
建设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 前期

投资 500 亿元，预计年产值达 5000 亿
元。预计今年三季度，新桥智能电动汽
车产业园投产。目前，合肥市已拥有江
淮、蔚来、大众安徽、比亚迪 、安凯 、合
肥长安、奇瑞（巢湖 ）等一批新能源整
车龙头，国轩高科 、中航锂电 、华霆动
力、巨一科技、锐能科技、贵博新能、君
胜电子、联创电子等产业链配套企业，
合肥工业大学新能源汽车工程研究院
等高校科研机构 ， 上下游企业已有
120 余家。 合肥市已成为国内新能源
汽车产业集聚地，一条涵盖整车、关键
零部件、应用、配套的完整产业链已成
规模。

华夏航空落户芜湖建设航发维修基地

本报讯 （记者 沈宫石）1 月 7 日，
华夏航空控股（深圳）有限公司与芜湖
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并与湾沚
区政府及相关企业签订航线合作协
议、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投资协议，深
化航空产业领域合作， 将芜湖打造成
为区域航空枢纽城市。

根据协议 ，华夏航空将逐步投放
多架运力进驻芜湖宣州机场 ，构建以
芜湖为中心的 “干支通 ”立体航空网
络 ， 全力将芜湖打造成区域航空枢
纽。 在航空综合维修基地建设方面 ，

双方将合作共建国际航空器维修保
障中心 ，以飞机发动机维修为市场切
入点 ，逐步建立 、打通商用发动机维
修上下游产业链体系 ，打造全国一流
的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 ，并逐步拓展
航线维修、机体大修 、部附件维修 、货
运航司维修保障等业务 ，打造航空器
维修全产业链。 双方还将在航空产业
平台建设 、航线网络布局 、航空市场
开拓及航空产业孵化等方面开展战
略合作 ，共同探索 “航空+”的产业融
合新业态。

宿州埇桥区引导退役军人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曹

杰）2021 年以来，宿州市埇桥区鼓励退
役军人加入乡村建设人才队伍， 支持
退役军人领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
升退役军人创业就业能力， 引导退役
军人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埇桥区将优秀退役军人党员纳
入村和社区后备力量队伍 ，结合实际
开展专项培养、专门培训 、专岗培育 。
鼓励复学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参加 “一
村一名大学生 ”“三支一扶 ” 等计划 ，
反哺农业农村。 引导退役军人从事乡
村教师 、农业经理人 、乡镇人民调解
员等职业。

该区引导有资金、有技术、懂市场、
能创新的退役军人，发展特色种植、规
模养殖、加工流通 、乡村服务 、乡村旅
游和休闲农业等特色产业。 鼓励退役

军人创办领办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服务主体， 并积极吸纳农村退
役军人就业。

埇桥区支持符合条件的退役军
人参与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能
力提升 、种养能手技能培训 、农村创
业创新带头人培育 、乡村治理及社会
事业发展带头人培育等行动。 将符合
条件的退役军人纳入农村实用人才
带头人示范培训 、地方农业执法骨干
培训 、农村创业创新培训 、农机合作
社运营管理等培训范围。 鼓励退役军
人报考农业类高职院校 ，按规定享受
优待政策。 支持返乡入乡退役军人依
托弹性学制 、农学交替 、送教下乡等
教学培养方式 ，就地就近接受职业高
等教育。

送“ ”年货

“政策找企业” 兑现更便捷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张久愿

“我们都没有进行申报，240 万元奖
励资金就直接到账了，这极大保障了项目
建设速度。 你看，我们厂房主体已经建起
来了。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下午，位于铜
陵市狮子山高新区的年产 300 台套工业
自动化设备及 1 万吨耗材项目现场，项目
业主企业负责人许波对园区的服务点赞。

“以往企业需要先提交材料申请，管
委会受理之后提交上级政府核定， 中间
要经过多级多部门。 ”狮子山高新区管委
会招商服务部负责人许旭敏告诉记者，
此前他们收到不少企业反映惠企政策找
不到、读不懂，申请时不会办、往返跑，兑
现时间无法确定等问题。为解决这一“痛
点”问题，狮子山高新区于 2021 年 11 月
发布了首批“免申即享”政策清单。 对可
通过数据共享、 部门联审等方式核验并

明确政策兑现事宜的， 将原先 “企业申
报、园区受理、材料补充、园区审核、政府
核定、资金拨付”的流程精简为“数据核
算、兑现确认、资金拨付”3 个环节。

“我们还建立了数据共享机制，逐项
明确惠企政策兑现所需数据及其提供部
门，列明政策兑现数据共享需求清单，破
除部门数据壁垒，确保试点落细落实。 ”
狮子山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金奇告诉记者，“免申即享” 实现惠企政

策兑现“免申报、免登门”，企业无需主动
提出申请、 提供证明材料即可享受政策
资金送上门， 并且大大提升了政策兑现
效率。目前，首批试点的 3 家企业已成功
通过“免申即享”方式兑现了相关政策资
金 683.4 万元。

“免申即享”让原来的“企业找政策”
变为“政策找企业”，赢得了企业好评。

“我们将建立‘免申即享’惠企政策
清单定期更新机制， 及时发布政策调整
信息。 同时依托正在建设的‘智慧园区’
平台，进一步促进信息互通，让更多惠企
政策通过‘免申即享’的方式快速兑现，
构建政策兑现快速通道， 持续擦亮营商
环境招牌，打造园区发展新名片。 ”金奇
告诉记者。

茛 1月 9日，淮北市相山区渠沟
镇桥头村携手该市红十字战旗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开展“迎新春
送关爱”慰问老兵活动。志愿者们
走访慰问退伍老兵， 给他们送去
年画、毛毯、食品等慰问品和新春
祝福。 本报通讯员 周方玲 摄

淮北：健身舞龙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