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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研究强化顶层设计，，全方位融入长三角；；搭建人才、、科研、、产业““飞地””，，持续打造融入协作升级版；；推出
系列农产品、、旅游推广活动，，不断彰显淮南““后花园””的资源禀赋…………

风起东方气象万千，，时代潮流滚滚向前。。 近年来，，淮南市扬帆逐浪长三角，，全方位深度接轨，，以更高质量、、更
大格局、、更强合力持续深入接轨，，与长三角城市合作共赢的脚步愈发铿锵，，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迸发出奋进追梦
的活力。。

长三角地区 ，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开放程
度最高 、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在国家现代
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在互联互通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 如何找
准位置、精准对接？ 淮南进一步打开大门，以更加
主动的姿态开放、融入。

2019 年 12 月 1 日，商合杭高铁淮南南站正式
开通运营，淮南融入长三角的步伐骤然加快。 加强
区域合作，扩大对外交流，淮南市通过优化创新政
策供给、产业布局和要素配置，在融入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中不断发力。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淮南市印发了《淮
南市融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重
点任务分工方案》等相关文件，稳步推进 10 个方
面重点任务、22 个工程、160 项具体工作。

奋进新时代，交通当先行。 借助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东风”，近年来，淮南市积极构建“公铁水
空”立体化交通网络，越来越多的铁路、公路、航道
穿梭在绿水青山间，带活了沿途区域的发展。

从开展一体化疫情联防联控、大力发展“智慧
医疗”服务，到扎实推进区域内医疗机构合作、持
续推进公共卫生领域合作， 淮南市医疗系统着力
推动在技术协作、人才培养、远程医疗、医院共建

等方面与长三角开展合作， 增加淮南优质医疗资
源供给。

2020 年 9 月， 在第二十次长三角城市经济协
调会上， 淮南经开区与杭州颐高产城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签订了总投资 5 亿元的淮南新经济智慧园
区项目。

2020 年 12 月 8 日，合肥都市圈第七次常务副
市长协调会在淮南召开， 会议听取淮南市关于合
淮产业走廊建设情况的汇报。

2020 年 12 月 10 日， 淮南市与上海闵行区建
立了友好市区，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产
业发展、园区共建、科技创新、教育卫生、绿色农产
品、人才、党建等方面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全面战
略合作。

2021 年 12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沪苏浙
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明确了闵
行区与淮南市结对合作事宜。 进入新发展阶段，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多重国家
战略的叠加落地， 为两地深化合作交流创造了更
大空间与机遇。

紧扣产业基础， 淮南围绕千亿规模的煤电化
气全产业链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
源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绿色
食品六大新兴产业，奔赴长三角开展招商，主动与
嘉定经济开发区、太仓港经济开发区、余姚经济开
发区、萧山经开区等对接合作，承接产业转移。

全局上谋划，关键处落子。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淮河生态经济带、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等重
大战略纵深推进， 特别是上海闵行区结对合作的
全面开展、合淮一体化的深入实施，给淮南转型发
展注入了更多动能。

2021年 12 月 18 日， 在淮南市首届转型发
展大会上，上海市闵行区政府与淮南市政府签
订了淮南·闵行科创产业园战略合作协议 ，标
志着淮南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步伐进一
步加快。

上海市闵行区和淮南情谊长远，这对“手牵
手、一起走”的“好兄弟”对标“创城”“产城”“学
城”建设，全方位接轨闵行，更好地推动跨区域
创新链整合升级，有效赋能产业发展，谱写精彩
的发展“双城记”。

谋定而后动 。 近年来 ，淮南市对 “飞地经
济”发展给予了更大的支持、更高的要求、更多

的期待。 在追梦长三角的道路上，淮南目光向
东，方向明确，主动出击，深度接轨长三角的步
伐蹄疾步稳。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淮南市跨越发展、创
新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 对标长三角，淮南
市委组织部选派 2 批 22 名干部赴闵行区跟班
学习。 围绕《上海市闵行区安徽省淮南市建立友
好市区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多家市直部门与
闵行区对口部门开展合作交流。

集中学习考察、区域合作对接、长三角一体
化推介、 文旅农推介展示……淮南市从战略协
同、产业协作、开放互联、服务共享等方面加强
两地交流与合作，开启“全力融入·全面接轨”淮
南“入长模式”，加快资源精准对接、优质导入。

各县区也积极行动， 合作交流呈现出遍地
开花、齐头并进之势：寿县与常州武进区、凤台
县与扬州市仪征市、 大通区与上海市闵行区新
虹街道、田家庵区与常州天宁区、谢家集区与浙
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八公山区与浙江省衢州市

开化县、潘集区与上海闵行区吴泾镇……“一对
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探索着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的多元发展路径。

随着淮南市在长三角区域 “朋友圈” 的扩
大，“朋友圈”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不断谋求资
源的无缝对接和合作上的携手共赢。

淮南市教体局与闵行区教育局签订教育交
流合作框架协议； 经信局在复旦大学顺利举办
“淮南市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专题
研修班”；科技局邀请闵行科委来淮深入考察洽
谈科技成果转化事宜……

2021 年 5 月 21 号，淮南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与闵行区行政服务中心“跨省通办”战略合作协
议正式签订，34 项公共服务、行政许可办理事项
将逐步实现跨省通办。

2021 年 7 月 12 日，淮南市在沪专家人才座
谈会暨驻长三角人才工作站揭牌仪式在上海举
行。 淮南市与上海开展人才合作交流活动，与闵
行区开展人才联合培养， 在上海 G60 科创走廊
设立淮南市“人才飞地”，为引进服务高层次人
才提供配套支撑。

一个个协议签订，融入的程度更深；一项项
活动开展，合作的范围更广；向着融入“一体化”
道路上奋力奔跑中的淮南，后浪奔涌、动能澎湃。

今年 1 月 7 日， 长三角部分知名民
营企业家来淮南开展投资考察活动，纷
纷表示将加强联动、整合资源，推进产业
合作、资本合作、创新合作。

淮南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 淮南
市将推出更优扶持政策， 搭建高效创业
平台，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贴心服务
保障，努力把淮南打造成为投资创业、研
发创新的重要平台，成为企业发展、产业
转移的首选之地。

由上海宁申集团控股、 浙江嘉坤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安徽嘉玺新材料
公司， 碳四碳五碳九综合利用及苯乙烯
项目， 成为淮南煤化工产业链上的关键
一环，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企业累
计总产值 18.09 亿元。

对标沪苏浙， 淮南市出台优化营商
环境实施办法， 平均审批时间由 2.65 个
工作日压缩至 1.73 个工作日， 工业项目
审批时间由 120 个工作日压缩至 40 个
工作日，企业开办实现“一日办结”零成
本。 启用无差别综合服务窗口，推动“一
事跑多窗”向“一窗办多事”转变。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公司每年
都投入大量研发资金， 最新的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给了我们更大的支
持。2021 年，我们累计享受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减免金额近 200 万元， 大大缓解了
资金压力。 ”淮南市松江电子有限责任公
司综合办主任蒋珊珊说， 作为淮南的招
商引资企业，淮南税务“四送一服”联合
服务专班提供的周到服务， 为企业的健
康发展注入了动力。

今年以来， 丰树新桥现代综合产业
园、中南高科·新桥智能制造产业园等一
批大项目落户淮南。 今年以来，淮南新签
约沪苏浙地区产业招商项目 88 个，总投
资 258.54 亿元； 新开工沪苏浙地区产业

招商项目 46 个，总投资 79.05 亿元。
走进上海市七宝老街， 淮南寿县的

八公山豆腐专卖店里人头攒动，豆腐皮、
腐竹、千张、豆干……一款款精致的豆制
品礼盒深受上海市民的欢迎， 成为安徽
绿色农产品的靓丽名片。

近年来， 淮南市扎实推进长三角绿
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158”行动
计划，全链条打造、全要素对接、全方位
合作， 实现生产基地稳固， 加工提档升
级，渠道销售畅通。

融入长三角，发展大旅游，毛集实验
区已与沪苏浙累计建立合作事项 9 项，
在谈合作事项 16 项， 推动在城市建设、
生态环保、影视文化、乡村旅游等方面联
深度合作，倾力打造安徽一流、长三角知
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从上海市安徽商会 40 名企业家来
淮考察投资， 到淮南高新区与上海闵行
莘庄工业园共建闵行淮南合作共创科创
园； 从淮南市在闵行区设立淮南名特优
农产品展销中心， 销售金额突破 450 万
元，到精选 6 条成语典故旅游线路，供长
三角游客在旅游中体会淮南文化……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舞台上， 淮南频
频亮相、出新出彩。

如今， 淮南市正充分利用国家支持
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发展的 24 条
政策措施，采取园中园委托管理、投资合
作等模式，深化与沪苏浙园区共建，促进
跨区域产业转移。

借势、借力、借智。 聚量赋势，双翼
腾飞，未来已来。 在淮南市“十四五”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实施方案重大项
目库里，100 个项目总投资达 2800 多亿
元。 淮南市与长三角先发地区政府、开
发园区、大型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合作正
不断推进。

新作为 新气象———

深化合作构建新格局

新动能 新前景———

高效融入打造新引擎

新考题 新机遇———

借力东风共绘新蓝图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开馆试运行。。

安徽省首台盾构机“凯盛一号”下线。

超大液晶显示模组开始量产。

淮南牛肉汤

走俏长三角。

淮南市与上海市闵行区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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