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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实施一产“两强一增”行动计划，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大力推进科技强农，实施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绿色循环发展、
数字赋农等行动；大力推进机械强农，加快优势农机制造产业集群建设，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和农田宜机化水
平；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实施工资性收入倍增行动，稳定乡村公益性岗位，扩大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机会。

实施二产“提质扩量增效”行动计划，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实施优质企业引育行动和质量
提升行动；着力扩大发展总量，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新材料 4个优势产业向万亿级迈进，
加快建设智能家电、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 10个超千亿级产业；着力增强发展效益，推进“亩均论英雄”改革，推进工
业互联网赋能增效。

实施三产“锻长补短”行动计划，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 开拓内贸市场，实施皖美制造、皖美农品、皖美旅
游、皖美味道行动；拓展外贸市场，实施外贸发展提升行动；做大消费市场，开展皖美消费行动。

打好“组合拳”
推进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史力

范克龙 何珂 汤超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扎扎实实抓
好推进实施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行动
计划，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报告用大
量的篇幅阐述了今年我省实施行动计划的
目标、路径和措施。出席省两会的代表委员
们一致认为， 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行
动计划对于做优做强做大三次产业基础，
加快构筑安徽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具有重要
意义。要进一步打好产业“组合拳”，释放产
业协同升级的“乘数效应”，带动全省发展
能级的整体提升。

“两强一增”
加快农业强省建设

推动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离不
开做大做强农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实施一产“两强一增”行动计划，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强调农业是稳定经济社会的“压
舱石”，要大力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
进农民增收行动，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
伐。 这成为参会代表和委员热议的话题。

省政协委员、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仕
仁表示，实施“两强一增”行动，契合中央精
神、符合安徽实际，有利于提高我省农业科
技、农机装备水平，补齐农业生产体系的短
板，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亩均产出率，促
进农民增收，充分体现了“总书记有号令、
党中央有部署，安徽见行动”。

“为扎实推动‘两强一增’尽快落地，我
们出台了《主要任务分解表》，将 53 项主要
任务分解到 31 个省直部门和 16 个市，将我
厅承担的 44 项任务分解到 33 个处室（站）。
下一步，将建立清单化、闭环式工作机制和
定期调度、定期通报制度，把握重点任务、工
作要求、时间节点，推进任务落地，确保层层
有责任、件件有人抓、事事能落实，迅速在全
省掀起‘两强一增’热潮。 ”卢仕仁说。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去年，
我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达 65.5%，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预计达
82%，均处于全国领先。 农民收入增速预计
达 11.7%，高于全国增速。

“《政府工作报告》中，我最关心的是农
业、农村和农民的内容，特别是农民增收方
面的政策。 ”省人大代表杨华说，报告专门
拿出一个段落谈大力促进农民增收， 令人
倍感振奋。 报告提出要实施工资性收入倍
增行动，强调通过改革增加财产性收入，要
求壮大经营性收入，提升转移性收入。这些
举措针对性很强， 有具体目标也有详细措
施， 这说明今年政府对农业农村投入会进
一步加大，农民会得到更多实惠。

提质扩量增效

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二产的 ‘提质扩量增效 ’，短短 6 个

字，都抓到了点子上，发展制造业尤其要在
提高发展质量上下功夫，提升产品质量，打
造优质企业。 ”作为合肥一家传统制造业企
业的负责人， 省人大代表唐祥先对制造业
发展的话题十分关注。

他表示，在他所从事的液压行业中，一
些高端设备还依赖国外进口， 购买设备往
往花费了大量资金和时间成本， 如果能实
现国产化替代，整个行业、产业的发展效益
会有很大提升。

“人家的产品优势在于附加值高，因此
我们发展制造业要从产品质量和企业发展
效益入手。 ”唐祥先建议，在发展新兴产业
的同时， 也要加大对传统制造业的关注与
扶持，通过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
实现“智能制造”，促进转型升级，让传统制
造业插上“科技翅膀”。

对于新兴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和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 省政协委员卢立新十分
关注且作了大量“功课”。他建议，要提升技
术研发整合能力， 打造芯片和软件研发产
业链，并加大“双招双引”力度，加快新能源
及智能网联汽车场景应用。

“目前，以合肥、芜湖新能源和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基地为支撑， 我省新能源和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已经在全国占一席之
地，但仍需提质扩量增效。 ”卢立新建议，鼓
励和支持我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汇聚创
新资源， 加快建设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
构，提升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能力，同时，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促进重点企业与高校
合作开发，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这两年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我们
纱厂智能化率超过 50%。 ”省人大代表、安徽
华茂集团董事长倪俊龙介绍，该公司纺纱工

厂经过智能化改造后，每万锭用工从过去的
50人下降到 14人，生产成本下降近 40%，能
耗下降 5%，劳动生产力大幅提升，去年利润
实现翻番，这都得益于智能化改造。

倪俊龙建议， 政府应加强对传统产业
的支持力度，引导传统产业全方位、全产业
链进行技术改造，以智能制造为抓手，加快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分
类制定传统产业实施智能制造行动计划，
推动企业智能化制造步伐。 发挥行业协会
作用，在各个行业树立标杆企业引领示范，
推动本行业实施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是‘十四五’安徽推动高
质量发展必须抓住的重要风口、 必须抢占
的关键赛道。 ”省政协委员陶仪声认为，我
省工业互联网发展具备很多优势， 工业应
用场景丰富，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平台培育
初见成效，创新应用持续扩大。但与发达地
区相比还存在短板。陶仪声建议，强化工业
互联网基础支撑，推进企业内网升级，开展
外网建设。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支持
家电、汽车、新型显示、高端装备等重点领
域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 培育工业互联网
新模式，加强网络化协同；优化工业互联网
发展环境，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加大对工业
互联网创新发展的政策扶持， 提升工业互
联网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锻长补短”
推进外贸与消费实现新提升

皖美制造、皖美农品、皖美旅游、皖美
味道……三产“锻长补短”行动中，提出了
这些具体行动。 省人大代表童俊杰认为，

要深挖农村市场消费潜力，各地要结合自
身资源禀赋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探索 “一
村一品” 的农业产业经营模式， 形成规模
效益和品牌效益。 通过优质产品供给，培
养新的消费增长点，让皖美农品更丰富多
样， 让皖美旅游更多彩绚丽， 让皖美味道
更记得住乡愁。

同时，要完善乡村商业网点布局，提升
乡村商业体系的承载能力， 满足消费市场
多样性需求。 鼓励餐饮连锁企业向乡村延
伸采购链， 生鲜快递服务企业向乡村延伸
配送链， 大型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向乡村
延伸信息链，餐饮食品等“老字号”企业向
乡村延伸品牌价值链。

“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是推动
贸易高质量发展、 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举措。 ”省政协委员、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杨莲
娜说，要积极助推皖企抢抓 RCEP 机遇，实
现安徽更高水平开放。

“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实施。RCEP 内容
广泛，涉及全球最大区域，总体上开放水平
和规则标准较高。 ”杨莲娜表示，有关部门
要深入研究 RCEP 规则，打造“一站式”投
资与贸易服务平台，提供原产地证书签发、
知识产权、商事调解、涉外公证等服务。

杨莲娜认为， 伴随着 RCEP的实施，建
议我省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贸易自由化和
投资便利化；结合自贸试验区不同片区的功
能，有选择地进行产业开放或政策改革的压
力测试和创新鼓励。皖企也要适应新的竞争
格局，用好原产地规则，积极扩大出口，在伙
伴国家建立海外直采中心，加大原材料及中
间产品的进口，拓展跨境价值链。

·基层实践·

新业态赋能
外贸发展“活力足”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日前，位于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蚌埠片区的蚌埠俊战商
贸有限公司，在市场采购贸易联网信息平台申报出口货物，通过合肥
蜀山跨境电商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组货监装后，拼箱出口海外。

该公司负责人潘浩告诉记者：“市场采购贸易业务采用通关一
体化省内组货模式出口， 不仅提升了通关时效， 还降低了物流成
本，让我们更有底气做大做强外贸业务。 ”

自 2020 年 9 月挂牌成立以来， 蚌埠片区持续深化投资贸易便
利化自由化改革， 推动市场采购贸易和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
展，巩固进出口发展基础。通过“省内组货+全国通关”市场采购贸易
模式，实现组货地就近通关，建立全流程追溯机制，扩大市场采购贸
易政策辐射面。实施经常项目单证审核“白名单+自律监管”模式，确
立“跨境结算白名单企业”，引入银行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
制，优化经常项目单证审核流程，大幅提升企业外汇结算效率，降低
汇率波动风险，有力促进国际贸易快速发展。

借着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大范围扩容的东风， 蚌埠片区签
约落地上海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蚌埠分中心项目； 与浙江
自贸试验区金义片区签订跨境电商联动发展合作项目， 依托金义
片区电商资源，共同探索建设“人才培养+园区共建+产教融合”的
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新模式，力争在 2025 年前，合作新建跨境电商
产业园区 2 个，培养跨境电商人才 3000 人以上。

“我们还在蚌埠（皖北）保税物流中心建设并运营跨境电商公共
服务平台，推动传统外贸转型升级，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安徽自贸
试验区蚌埠片区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说。去年，蚌埠市进出口贸易额达
176.1亿元，同比增长 34.9%，增速居全省第 5位。其中，蚌埠片区实现
进出口总额 81.6亿元，占该市进出口总额的 46.3%。

用好“亩均”指挥棒
种出发展“高产田”

■ 本报记者 洪放

1月 17 日，记者走进合肥经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
见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往外“吐出”笔记本电脑的外壳组件。

“去年企业产值 19 亿多元，亩均产值突破 3000 万元，较 2017
年翻了一番！ ”该公司财务部负责人薛晨辉坦言。

企业产值连年攀升的背后， 离不开合肥经开区亩均绩效评价
的推动。去年该公司建设数字化车间及智能工厂，就享受到来自合
肥经开区近 20%的资金补助。

土地是发展的基石。经过多年的发展，合肥经开区不可避免地面
临“成长的烦恼”。 “园区空间不足与部分土地利用粗放、效益不高的
矛盾摆在眼前，资源错配、劣配、低效配的问题不解决，迟早会遭遇
‘天花板’。 ”合肥经开区创新转型升级办公室主任李正茂介绍，为了
帮助企业提质增效，将存量用地盘活，2016年，合肥经开区率先在全
省建立以“亩均效益”为核心的企业绩效综合评价制度。

要想知道如何“开刀”，首先就得要“体检”。 2017 年起，合肥经
开区引进第三方中介评价机构， 根据亩均税收、 亩均主营业务收
入、亩均利润、环境保护指标、研发创新指标等评价指标，对区内所
有占地工业企业，每年实行绩效评价。 依据绩效评价结果，将开发
区 300 多家工业用地企业分为 A、B、C 三类。 针对三类企业突出
“差别化管理”和“存量挖潜”，给予不同的供地、资金、融资和技术
改造政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开展批而未供土地、闲置建设用地、工业
低效用地“全域治理”。 近年来，合肥经开区将一些企业腾退的土地
再次“化零为整”，先后规划建设了人力资源产业园、智能科技园等
16 个“专精特”的“园中园”，聚焦细分产业，推动补链延链强链。 该
开发区自 2016 年实施亩均绩效评价以来，累计盘活近 8000 亩低效
用地，占地工业企业 A、B 类企业数量从 130 户增加至 161 户，C 类
企业从 213 户减少至 167 户；A 类企业将亩均税收从 30.14 万元提
升至 34.11 万元，C 类企业占地面积从 30.2%下降至 18.3%。

数字技术迭代
提升核心竞争力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1 月 17 日，记者在位于马鞍山经开区的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一期新区车间看到，一车车钢坯自物料库送入车间后，又送往不
同的产线，再经过一道道工序和一台台大型精密机械加工后，成为
叉头件、内齿等工业部件，最后完成组装、喷漆，便是成品的“十字
万向轴”。

“这些万向轴产品销往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在钢铁行业应
用广泛。 ”该公司副总经理夏清华介绍，泰尔重工成立至今，已有
20年的发展史，目前企业业务板块包括核心备件、成套设备等，尤
其核心备件中的万向轴等是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产品。

多年前，国内使用的大型万向轴几乎全部依靠进口。 当时，刚
刚成立不久的泰尔重工加大科研投入，研发出多种万向轴产品，成
为国内该细分领域的“领头羊”。如今，该公司万向轴产品应用于国
内外 1300 多条钢铁生产线，在国内钢铁行业市场占有率多年稳居
首位。 “我们以前是适应市场需求，现在是引领市场需求。 ”夏清华
自豪地说。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数字赋能，新增一批智能工厂、数
字化车间，滚动实施一批亿元以上技改项目。 谈及未来发展，泰尔
重工设计制造中心总监葛燕飞告诉记者， 公司将以高性能万向轴
为突破点，开辟新市场。对设计平台、制造平台和产品进行智能化、
数字化升级，实现设计端与制造端数据无障碍传输。 同时，利用工
业互联网技术实现对产品的远程诊断、监控，从而提升服务质量。

“工业互联网是一个大趋势，我们也在探索利用新技术对整个
产线进行迭代。 目前，我们已经做好相关技术储备，并引进一条全
新的智能化生产线，可望实现年产高性能万向轴 1800 根。”葛燕飞
介绍，产品性能提升后，其应用将向石油开采、船舶制造、轨道交通
等高端市场领域拓展，从而显著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合肥新站开发区京东方厂区俯瞰。。 本报通讯员 王牌 摄

1月 11日，凤台现代农业科技示范产业园里，农民在忙碌着。 该项目占地 1180 亩，实行智能化水肥控制、自动化种植系统、自动化
物流系统等 20多项技术，采用无土椰糠栽培。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