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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阳市大力实施““十四五””制造业倍增行动，，聚焦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新
材料、、绿色食品、、生命健康、、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及光电显示、、纺
织服装、、绿色建筑建材等特色产业，，突出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双招双引””、、推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抓产业项目，，拉高标杆、、扬长补短，，促进项目聚集、、
产业聚合，，进一步延链补链强链，，着力打造““制造强市””，，力争““十四五””期间，，
实现制造业增加值、、产值““双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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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上午，阜阳市重点工
业项目竣工投产仪式在界首南都华
铂锂离子电池绿色高效循环利用项
目竣工投产现场举行。 此次集中竣
工投产 17 个重点工业项目，总投资
83.7 亿元，预计年产值约 190 亿元，
其中有 8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9
个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项目， 涉及新
能源和节能环保、 新材料、 绿色食
品、生命健康、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及光电显示等产业， 为优化产业结

构、补齐发展短板、增强发展动能提
供了有力支撑。

新年伊始，阜阳市委、市政府举
行重点工业项目竣工投产仪式，按
下了阜阳制造业五年倍增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三年倍增的 “快进键”，在
二产“提质扩量增效”行动中迈出了
坚实步伐。1 月 4 日，阜阳市 2022 年
第一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首批集
中开工工业类项目 41 个， 总投资
141.2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58.4 亿
元。代表性项目有总投资 30 亿元的
太和保兴医药健康产业园特色原料
基地项目、 总投资 6 亿元的界首市
骆驼集团年产 400 万 KVAH 高性
能汽车蓄电池项目、 总投资 5.1 亿
元的颍上县安徽虹宸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电子光学材料项目。

近年来， 阜阳市聚焦产业强市
不动摇，大力实施“两化一推”，千方
百计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 抓好项
目，加快推进项目投资落地、加快建
设、提速投产，有力带动了全市工业
投资强劲增长。 特别是围绕全市十
大特色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各地各
部门着力推进一体化招商、 产业链
招商、基金群招商，先后引进了彩虹
集团、三峡集团、国家电投、航天投
资、 创业黑马等一大批知名企业来
阜投资， 推动总投资约 100 亿元的
三峡·金风科技新能源产业园、总投
资约 80 亿元的阜阳南部 120 万千
瓦风光储基地、总投资约 66 亿元的
阜兴新能源年产 20GW N+超高
效太阳能单晶硅片等一批投资体量
大、产业层次高、牵动性强的重大项

目落地开工。
2021 年前 11 个月，阜阳市新签

约招商引资工业项目 306 个， 总投
资超 1230 亿元；在建亿元以上工业
项目 499 个， 占全市在建亿元以上
招商引资项目的 61.4%， 到位资金
661.6 亿元 、占全市的 56%，同比增
长 44.3%。 同期，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 48.1%，战略性新兴产业投
资增长 27.8%。

2021 年前三季度， 全市制造业
增 加 值 623.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1.6%， 占 GDP 比重由 2020 年的
25.9%增加到 27.1%。目前，全市已形
成 19 个产值 30 亿元以上的产业集
群，其中，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绿色
食品、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绿色
建筑建材、生命健康、纺织服装六大
产业总产值突破 2500 亿元，约占全
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93%， 新能源
和节能环保产业成为全市首个超
600 亿元产业。

在 2021 年 12 月 18 日举办的
2021 首届阜阳投资贸易洽谈会上，
共签约项目 127 个， 其中产业类项
目 117 个，总投资 972.9 亿元。 10 亿
元以上项目共签署 39 个 ， 总投资
727.5 亿元 ， 涉及新能源和节能环
保、新材料、绿色食品、生命健康等
特色产业。

“作为皖北的重要板块，阜阳发
展基础好、潜力大，理应在‘四化同
步’发展中走在前列，打造皖北地区
‘四化同步’发展示范区，勇当皖北
振兴排头兵。 这也要求阜阳市必须
把新型工业化摆在首要位置， 把制
造业提质升级作为重中之重， 以先
进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工业 ‘根深干
粗’、其他产业‘枝繁叶茂’，真正以
工业化带动‘四化同步’发展。 ”阜阳
市相关负责同志说。 下一步，阜阳市
将坚持经济工作项目化、 项目工作
责任化、责任落实清单化，全面打响
有效投资攻坚战，加大“双招双引”
工作力度， 大力实施工业投资千亿
计划，在谈项目抓签约、签约项目抓
开工、开工项目抓竣工、竣工项目抓
投产、投产项目抓达产，落实好项目
谋划“百日会战”成果和“星期六会
商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加快重点
工业项目建设步伐， 形成更多实物
工作量，厚植发展新动能。

制造业是立市之本、 强市之基。
抓好工业投资， 能够有效促进全市制
造业倍增行动加快实施、 打造制造强
市。 目前，阜阳市委、市政府已初步确
立了制造业倍增行动的总体目标：“十
四五” 期间， 全市制造业规模不断壮
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能力大幅
提升，集群培育成效明显，实现制造业
增加值、产值“双倍增”，建成长三角中
心区产业转移优选地、 中原地区新兴
制造业基地和新能源基地、 安徽工业
经济新增长极和皖北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引领区。

近期 ，阜阳市委已就实施制造业
倍增行动 “划出重点 ”：推进传统产业
“脱胎换骨 ”、 新兴产业茁壮成长 、特
色产业延链补链 ，打赢产业集聚攻坚
战 ；打造一批创新平台 、实施一批创
新攻关 、转化一批创新成果 ，下好科
技创新先手棋 ； 突出招商引资大力

度 、招才引智针对性 、项目建设支撑
力 ，实现 “双招双引 ”大突破 ；按照差
异化定位 、市场化改革 、多样化合作 ，
建强开发园区主阵地 ；梯次培养育龙
头 、将心比心解难题 、精心指导助上
市 ，打出企业培育组合拳 ；推动数字
化升级 、绿色化转型 、服务化改造 ，塑
造融合发展好态势。

特别是围绕全市重点打造的十大
特色产业中的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绿色
食品 、新材料 、绿色建筑建材 、纺织服
装、生命健康、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
电子信息及光电显示八大制造业，促进
项目聚集、产业聚合，进一步延链补链
强链，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
代化攻坚战，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带动力
的产业发展新支柱，打造全省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特色产业承接聚集地，不断壮
大规模、提升质效。

阜阳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近期召

开的中央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
析了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
了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为做好明年经
济工作指明了方向。阜阳市将全面贯彻
中央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准确把
握形势，保持战略定力，弘扬“四奋”精
神，忠诚尽职、奋勇争先，全力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注重协同并进，提升产业能级。 研
究制定“十四五”期间三次产业高质量
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谋划实施
一产“两强一增”行动、二产“提质扩量
增效”行动、三产“锻长补短”行动，突出
发展十大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八大制造
业，全力推进“十四五”制造业倍增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三年倍增。

强化项目支撑，扩大有效投资。 坚
持项目为王，四面出击找项目、千方百
计上项目、一刻不松建项目、放眼长远
谋项目，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一体化

招商、基金群招商，扎实推进百亿元投
资项目、百亿元营收项目、百亿元特色
园区项目“三个百亿行动”，全面打响有
效投资攻坚战。

狠抓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 深
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政务便利化改
革、用人实绩化改革，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 深化与合肥市新一轮结对合作、全
面展开与江苏苏州结对合作，加强与上
海市徐汇区、松江区和浙江省台州市合
作，用好“阜洽会”平台，深度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以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为引领，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五年行动计
划，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

下一步 ，阜阳市将围绕 “双倍增 ”
目标，拉高标杆、扬长补短、只争朝夕、
埋头苦干 ，市委 、市政府 、各县市区及
有关部门将以顶格的逻辑优化营商环
境、强化“双招双引”，认真落实尊重企
业家尊重纳税人 “十项制度 ”，积极推
行服务企业提升“百分之一”利润工作
法，着力提升市场化、专业化、法治化、
精细化、效能化水平，为企业茁壮成长
保驾护航。

大项目带动工业投资强劲增长

“双倍增”构筑制造强市重要支撑

江淮汽车。

世阳光电。

天能电池。。

天鸿新材料。

颍上水上光伏。

智磁新材料。

昊源化工。

城南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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