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局“十四五”，芜湖市创造性提出“1%工作法”，通过“有效市场”和
“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深入分析影响企业利润的制约因素，逐一拿出降本
增效措施，最终努力实现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和全市企业平均利润率在现
有基础上提高 1%。

芜湖市重点围绕技术、能源、用工、物流、税费、融资等利润影响主要
因素，设立 9个工作组，面向全市 300 户重点工业企业建立利润监测分析
平台，实行重点企业“一企一策”、重点行业“一行一策”，以及全市综合施
策，逐一拿出降本增效举措。

“1%工作法”实施近一年时间来，在推动企业降本增效方面成效明
显，破解了发展中的诸多难题，为全年经济增速、产业转型升级、城市美
誉度提升等注入了强劲动力。 2021 年 1 月至 10 月，芜湖规上工业利润
总额增速在全省排名较年初上升 3 个位次，营收利润率较上年末提升 3
位。 全年为企业减、退、缓税 80 亿元，盘活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 1 万余
亩，建设用地报批面积增长 96.5%。 同年 11 月，“1%工作法”入选国务院
大督查典型经验做法，获通报表扬。芜湖正成为新思路的试验地、新事物
的生发地、新产品的首发地。

“1%工作法” 助企降本增效

2021 年 3 月，芜湖市创新政企沟通新机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每
周组织开展一次“畅聊早餐会”，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帮助企业
排忧纾困，努力打造亲清政商关系重要平台、为企服务重要载体。

“畅聊早餐会”集众智、解难题、谋共赢，树立尊重企业家的鲜明导向，
架起政企民直接沟通新桥梁，聊出了企业家心声、提振了发展信心，催生
了一批项目创意。 截至 2021年底，共举办了 34 场“畅聊早餐会”，解决企
业诉求 112项，促进项目落地总额达 300亿元。

目前，芜湖“畅聊早餐会”已显现“破圈”效应，不仅国内主流媒体
竞相报道，也被其他社交媒体首页推送，受到了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
全网阅读量逾 2000 万次，激起热烈反响，成为芜湖营商环境的“金字
招牌”。

“畅聊早餐会” 架起沟通新桥梁

2021 年 7 月 30 日，芜湖在全省率先组建人才发展集团，实施“紫云
英人才计划”，着力打造全市人才工作的“总服务商”和“城市 HR”。

为延揽各类人才来芜创新创业，施展才华，芜湖响亮提出打造“创业
芜优”之城，致力打造安徽创业“第一城”。通过三大计划聚英才、三大平台
引创业、三大体系聚资本、三大生态优质服务，以极具含金量的优待政策，
吸引八方人才。用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以高层次人才和团队
集聚行动、青年英才倍增行动、芜湖籍人才“凤还巢”行动、海外人才支持
行动、柔性引进人才汇智行动等“五大行动”为抓手，让人才引进更具区域
竞争力，努力打造人才集聚的“强磁场”。芜湖党政领导干部走进全国各大
高校，开展“全国百所高校大宣讲”等活动，向社会发出求贤若渴的强烈信
号，在芜湖大地上营造出“青年创新业、众人创家业、能人创企业、高人创
产业、干部创事业”的浓厚氛围。

“创业芜优” 打造人才集聚“强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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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打造省域副中心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构建“多链协同” 产业生态不断优化
2021 年，芜湖市将“双招双引”作为一号工程，坚持项目全程顶格推进、

顶格倾听、顶格协调，新签约亿元以上招商项目 643 个、增长 56%，其中 50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586 个、增长 37%。比亚迪新能源
电池、会通聚乳酸、信义玻璃七期、奇瑞未来工厂等一批重大项目开工，长信
科技触控显示、美的厨热智能家电、中航华东光电新型显示等一批重大项目
投产。 实施“紫云英人才计划”，成立全省首家人才发展集团，全力打造人才
工作的“总服务商”，开展“全国百所高校大宣讲”“万名高校学子进百企直通
车”等活动，招引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 74 个、高层次人才 1650 人。

全面推动产业升级。规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增长 14%。奇瑞汽车成为中国
品牌乘用车首个年出口超 20 万辆的车企，名列全国企业科技创新 500 强第
21 位；海螺集团位居世界 500 强企业第 315 位。 实施亿元以上技改项目 115
个，总投资 360 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预计增长 35%。 以旷视科技等人
工智能龙头企业为牵引，谋划建设“中国视谷”。 中电科钻石飞机出货量稳居
全国第一。 获批中国家电智能制造基地。 服务业增加值预计增长 11.5%。 新
晋 10 家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和集聚示范区，增量居全省第一。 获批线上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入选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高新技术开发
区和奇瑞控股集团获批国家“两业融合”试点区域和企业。 宝特现代物流产
业园获批全国示范物流园区。 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汇集专业
机构 65 家、国家认定实验室 48 家。 入选全国信息消费示范城市、首批国家
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方特入选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 南陵县获评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粮食产量超 27 亿斤。 建
成全国主粮领域首个地块级“数字农业示范基地”，繁昌区入选全国首批创
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营造良好发展生态。出台“民企改革发展 32条”“激发民企创意创新创造
26 条”支持政策，设立“垂直崛起奖”，对快速发展的百亿级企业，给予一次性
专项奖励。 举办 34 场“畅聊早餐会”，架起政企民直接沟通新桥梁，解决企业
诉求 112 项，促进项目落地总额达 300 亿元。 全面实施“1%工作法”，帮助企
业降低用工、用能、物流、融资等成本，为企业减、退、缓税 80 亿元，盘活批而
未供和闲置土地 1 万余亩，建设用地报批面积增长 96.5%。 率先实现中小微
企业用电接入“零投资”。长江中下游首个水上 LNG 加注站投用。率先出台政
府投资基金政策，建立市县两级全覆盖和天使、风险、产业投资全周期基金架
构，政府股权基金总数达 16 只，规模 160 亿元，参股子基金 33 只，规模达
558 亿元。 全省首个公募基金牌照落户芜湖。 私募基金规模超 1400 亿元。 深
化与海尔卡奥斯、信通院合作，成立 5G+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联盟，与檬豆科
技合作建设区域性工业互联网集采平台，建成全国首个 3D 打印工业互联网
平台。累计“登云”中小企业 2612家。依托中国电信云计算中心建成全市统一
的政务云服务体系。建成全省首个专业化工业互联网应用推广中心和汽车行
业大规模定制工业互联网平台体验中心。

培育科创矩阵 产创融合不断深化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取得突破。 获批合芜蚌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

范区。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授牌运行。启动建
设“创业芜优”之城，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达 43 家。 全社会研
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 3.34%，科技创新驱动力指数居长三角第 6 位，较上年
度跃升 3 位。入选“科创中国”试点城市。科技创新攻坚力量体系建设初显成
效。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攻关，探索科研经费“包干制”，启动重大项目“揭
榜挂帅”制度，新能源汽车半固态电池等 48 个项目列入国家、省科技攻关计
划，成功揭榜 18 个省重点关键技术攻关任务。 国产双发四座多用途飞机、碳
化硅核心器件制造工艺等科技创新成果填补国内空白。

新型研发机构蓬勃发展。 省级以上研发机构总数达 475 个，新型研发机
构占全省四分之一。净增重点研发创新平台 10 个，总数达 55 个。科技创新主
体培育壮大，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24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305 家、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 23 家、省级产业创新中心 3 家。 21 家企业入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11 家企业获批省级专精特新冠军企业。 39 家企业入围全省研发经费支
出“双百强”规上企业。

强化开放引领 发展活力不断迸发
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释放“红利”。注册企业超 4000 家，进出口总额增长

34.2%。 率先推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业务，4 项制度创
新入选全省首批 10 个标志性建设成果。跨境电商交易额增长 67%，B2B 直接
出口实现零突破。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建设全面推进。高质量编制江北“十四
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总投资 120 亿元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和总投
资 70 亿元的锂电池材料项目等一批新兴产业项目布局江北。

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成立人民城市建设委员会，首创“城市建设合
伙人”制度，选定首批 10 个人民城市建设合伙人。率先开展自贸试验区与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统筹发展改革，启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成立行政审批
局，推行“一颗印章管审批”。 建立十大新兴产业协同推进机制，出台加快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深化投资项目标准地、承诺制改革，社会投资类、工业
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分别压缩至 60 个和 30 个工作日以内。 在全国营商
环境评价中获优良等次，其中“纳税”指标成为全国标杆。 创新开展“一业一证
一码”试点。率先实施零基预算改革，优化处置存量资金 31亿元。 深入推进国
企改革三年行动，组建前湾集团、中江城建集团、国投公司，市本级 29 家国有
企业整合重组为 9 家，企业资产总额、净资产分别增长 11.3%和 14.9%。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深走实。 与上海松江区开展战略合作，G60 科创走
廊芜湖产创中心一期项目签约， 成为全省首个在上海购地自建的 “科创飞
地”，首批入驻企业 10 家。 扎实推进“五个区块链接”，与沪苏浙新达成 9 项

合作事项。 与 G60 科创走廊城市 30 余家高校院所签订合作协议 100 余项，
研发投入 38 亿元。芜湖航空产业园成为首批 G60 科创走廊产融结合高质量
发展示范园区。 芜湖－洋山港“联动接卸”入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十大典型制
度创新案例。 建设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基地 16 个。

推动绿色发展 生态环保不断走实
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显著。 全市 PM2.5 平均浓度 33.8 微克/立方米，空

气优良率达 84.9%，国考断面由 6 个增加到 10 个，全部保持水质达到或优
于 III 类，危险废物利用和处置能力分别提升 5.5 万吨、1.7 万吨。新增、提升
绿地 245 万平方米，铺设城市绿道 27.8 公里。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稳步推
进。 海螺水泥窑碳捕集纯化示范项目填补水泥工业技术空白，捕集二氧化
碳 8 万余吨。 全国首台套 CKB 锂电池回收利用项目竣工。 率先完成火电行
业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和交易开户。 推进绿色金融，落地全省首单“绿创
组合贷款”。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取得实效。 建成全省首个智慧长江综合管理平
台，实现长江芜湖段全流域、全天候、全方位监测预警。 全省首个智慧生态环
境平台（二期）上线试运行。 完成长江生态廊道造林 3.37 万亩。

坚持人民至上 城市底蕴不断厚植
疫情防控常态化开展。 妥善处置入境和关联无症状感染者，高效完成市

区全员核酸检测。 圆满完成 3 岁至 11 岁儿童和 12 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全
程接种任务，规范化建设和改造新冠定点医院 2 家、发热门诊 20 个。 率先上
线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信息系统。

城市品质全面提升。 出台推进人民城市建设若干意见，实施首批 14 个
子方案。 启动人民城市建设“双百攻坚”，落实“三级调度”机制，芜黄高速、赤
铸山路快速化改造、高速公路芜湖东出入口等竣工通车，城区污水系统提质
增效工程、 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改造、 长江路地下综合管廊等民心工程投
用。改造棚户区 1165 套。老旧小区改造标准提高至 400 元/平方米，完成改造
187 个。建成“芜湖书房”15 座，共享城市阅读空间。神山公园 6.7 公里健身步
道投入使用。 芜宣机场开通 15 条客运航线和 3 条全货机航线，通航 8 个月
旅客吞吐量超 16 万人次。 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一期通车，为全国首
个全自动跨座式单轨项目，迈入轨道交通新时代。

乡村振兴步伐加快。 成立乡村振兴产业要素联盟，建成高标准农田 34.5
万亩。投入资金 4.5 亿元，实施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 260 个。湾沚
区红杨镇、六郎镇官巷村分别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村。 农村居住环境持
续改善，完成农村改厕 1.9 万户，实现农村“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
质监测全覆盖，新建、改造“四好农村路”680 公里，建成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
55 个。 繁昌区入选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民生类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达 83.4%。扎实做
好退捕渔民等重点人群参保工作，职工基本养老、失业 、工伤保险参保总
数 225.7 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156 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 2.1%，
新增城镇就业 7.6 万人。 完成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提升改造 296 个，新增社
会化养老机构床位 1000 余张。

社会事业繁荣发展。 新成立优质学校（幼儿园）教育集团 19 个，优质学
校办分校（分园）80 所，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过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达 85.6%。 推动“双减”工作落地，全面实施中小学“三心工程”，惠及 22 万余
名学生。

风劲好扬帆，奋进正当时。 站在新的起点上，芜湖将进一步抬高标杆、争
先进位，围绕加快建设“五个安徽”和“六个现代化芜湖”，发展指标对标全国
前 50 强城市，发展模式对标长三角先发地区。 到 2026 年，力争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 7000 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基本达到长三角中心区平均水平，加
快打造省域副中心、建设人民城市，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区域新篇章。

2021 年 8 月 12 日，芜湖市召开人民城市建设推进大会，发布《关于推
进人民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锚定 5 方面重点任务和 24 项具体举措，紧
扣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力求建立覆盖城市建设发展
全过程的长效常态治理机制，不断增强城市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生长性。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皖南医学院、安徽海螺集团、三只松鼠等 10
家高校和企业被授予首批“人民城市建设合伙人”。

围绕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长三角文化旅游新热点城市，芜湖市聚焦
市民关注的公共文化设施需求，将“城市书房”建设作为全市文旅公共服
务重点项目，打造高品质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实现城区“15 分钟阅读圈”。
全年建成 15 座各具特色、分布于各县市区“城市书房”，让市民在“家门
口”即可享受阅读和休闲服务。

在人民城市建设进程中，芜湖市组织全市干部职工开展“共读计划”，
打造学习型城市。 “共读计划”阅读书籍涵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现代科技、金融资本、社会治理和企业管理等。 每周读 1 本书，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已先后开展 16期讲读，每期在线听课人数达数万人。

人民城市建设扬帆启航

2021年 12月 22日， 美的厨热智能家电产业园洗碗机项目在芜湖经开
区投产，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 同时，“美的集团厨热 5G智能
产业园”“美的集团厨热芜湖创新中心”“美的集团厨热全球电商生态基地”
三大重点项目同步揭牌。

2021年，芜湖市确立“双招双引”作为重大发展举措的战略定位，把招
商引资、招才引智作为芜湖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摆在全局工作的核
心位置，以超常规的决心、力度、功夫加以推进实施。 全市上下迅速掀起一
波波“双招双引”热潮，全年新签约亿元以上招商项目 643 个、增长 56%，
其中 50亿元以上项目 10个。 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 586个、增长 37%。 比
亚迪新能源电池、会通聚乳酸、信义玻璃七期、奇瑞未来工厂等一批重大
项目开工，长信科技触控显示、美的厨热智能家电、中航华东光电新型显
示等一批重大项目投产。 “双招双引”火热实践点燃了芜湖追赶发展的引
擎，2021年前三季度 GDP增速时隔六年重返全省第一。

“双招双引”成果丰硕

�� 刚刚过去的 22002211年，，““芜湖起飞””回响江城大地。。 在加快打造省域副中心、、建设人民城市进程中，，芜湖创新引领，，新招迭出，，11%%工作法、、畅聊早餐会、、人民城市建设、、紫云英人才计划、、
共读计划、、城市书房建设、、惠企政策网上超市…………新思路、、新事物、、新产品层出不穷，，一批百亿级投资项目签约、、开工，，成功举办了科博会、、私募股权投资大会、、机器人““恰佩克””等一批盛
会。。 ““11%%工作法””入选国务院大督查典型经验做法，，经济社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初步核算，，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4220000亿元左右，，增长 1111..55%%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9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20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1122%%；；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33..22%%。。 主要指标增速在全省领先。。

奇瑞 QQ 冰淇
淋生产线。 郑远 摄

神山公园 6.7
公里健身步道成亮

丽风景线。

实施“紫云英人
才计划”， 延揽各类
人才创新创业。

�� 芜湖迈入轨道交通

时代。。 许诚 摄

长江芜湖段风光如画。。
芜湖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111155万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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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城市风光。。

“畅聊早餐会”架起沟通服务
新桥梁。 杨大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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