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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阡陌交通到楼宇林立， 从郊区冲岗到商贾辐辏，
中国声谷、量子中心、生物医药、空天产业、集成电路，
在合肥高新区 100 多平方公里的版图上， 量子大道横
亘东西，高新产业密集布局，创业创新如火如荼，亩均
产值提档提质……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数据是有力的注脚。
合肥高新区向创新要动力，将高质量运营理念

贯彻发展全过程，走出了一条用改革谋出路、以亩
均论英雄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2022年第一季度合肥高新区经济运行呈现
全年开局总体良好 、工业经济快速发展 、消费
持续拉高的特点 。 GDP 同比增长 7.5% ，位居全
市第一 。 第二产业增加值实现 172.1 亿元 ，增
长 11 .6% ，占全区 GDP 比重为 57% ；第三产业
增加值实现 130 .1 亿元 ，增长 2.5% 。 一季度合
肥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即地方收入 )完成
15.9 亿元 ，总量居合肥市开发区第一 。

扶持好规上工业是守住发展基本盘的重要
指标 。 目前 ，372 户规上工业企业中 ，180 户规上
工业企业产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合计拉动全区工
业总产值 25.5 个百分点。 重点产业中，生物医药
产业保持高速增长 ， 必欧瀚当季产值净增 21.5
亿元 ，深蓝医疗当季产值净增 6.1 亿元 ，智飞龙
科马当季产值净增 2.1 亿元 。 光伏新能源产业
中 ， 通威太阳能 、 阳光储能等企业季度增速超
30%。 在芯片紧缺的背景下， 兆芯电子、 丰创光
罩 、芯碁微装 、大华半导体等集成电路企业产值
均实现高速增长。

消费是反映经济景气度的直接指标 。 合肥

高新区消费市场总体平稳增长 ，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 8% ，位居全市第一 ，限上消费
品零售额增长 17.5% ，位居开发区第一 。 消费
升级类商品需求持续释放 ，家用电器 、汽车 、智
慧办公用品 、黄金销售等商品零售额均实现较
快增长 ，其中美的电冰箱增长 56% ，万友汽车
增长 40% ，安徽黄金增长 56% ，讯飞新零售净
增 1 .3 亿元 ；线上消费带动作用明显 ，一季度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3.3% ，拉动全
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0 .2 个百分点 ，美
的电冰箱 、悦盟网络 、迎驾电子商务网上销售
增速均超 30% 。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旺则发展旺。 合肥高新
区加速优质产业布局，引导越来越多的龙头企业做
向心运动，为园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5 月 3 日—4 日， 一场别开生面的云上招商在
合肥高新区举行，来自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 5 批
次客商实现云商洽谈，涵盖平台经济、空天信息、新
能源、集成电路等产业领域。 合肥高新区创新方式，
扎实做好“三上”工作，利用“晚上”时间 、进行 “云
上”洽谈、招引“链上”企业，完成 21 个项目的云上
洽谈推进和签约工作，有效拓展一批高质量项目线
索，确保“双招双引”工作持续在线上。 2022 年 1 月
至 4 月，合肥高新区共签约市重点项目 93 个、协议
投资总额 450 亿元，一批示范效应好、技术含量高
的优质项目签约落地。 其中第一季度，签约市重点
项目 74 个（较 2021 年同期增幅 64.44%）、协议投资
总额 385.7 亿元（较 2021 年同期增幅 330%）：50 亿
元以上项目 2 个，芯投微滤波器芯片研发生产总部

项目（55 亿元）、赛微电子 12 英寸 MEMS 制造线项
目（51 亿元）；20 亿元至 50 亿元项目 3 个，合肥长
安二期产品迭代升级项目（40 亿元）、联创电子车载
光学产业园项目（30 亿元）、科大讯飞人工智能研发
生产基地一期项目（20 亿元）、航天宏图卫星全球运
营中心项目 （20 亿元 ）；10 亿元至 20 亿元项目 7
个。 重点项目中，空天信息产业中科星图数字地球
总部项目投入运营，空天信息产业创新峰会活动举
办，航天宏图混合式 InSAR 星座项目等一批空天信
息产业重点在谈项目储备丰富。

从招商到开工，看似简单的变化，却蕴含着持
续发力 、久久为功的重要意义 。 园区将提高开工
率作为关键环节来抓 ，持续不断开展的专题调度
有力提高了开工运营率 。 以 2021 年为例 ， 签约
271 个市重点项目，已开工运营项目 212 个 ，开工
运营率 78.22%。

培育高成长值企业，是合肥高新区做强做大优

质产业的关键一招。孵化器是创新企业的摇篮。2016
年，合肥高新区孵化器总建设面积为 260 万平方米，
到 2021 年，已打造“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
产业园区”的全链条孵化载体平台。 拥有孵化器 36
家（国家级 14 家，占全市 58%）、众创空间 35 家（国
家级 11 家，占全市 55%），以及创新产业园、中安创
谷等加速器和产业园区 9 个，全区各类孵化载体 80
余家， 孵化企业 4000 余家， 孵化器总建设面积超
550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超过 4000 家。

合肥高新区近年来力推的高企培育三年行
动计划 ，为高成长企业 、“深科技 ”企业培育提供
了优质土壤 。 2016 年仅有高新技术企业 603 家 ，
至 2021 年总数已近 2000 家 ， 占全市 40%，2021
年度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436 家 。 2016 年
合肥高新区在全省率先发行创新服务券 “合创
券 ”，截至目前 ，全年累计授信额度达到 27406.4
万元 。

“亩均论英雄”提升发展成色
关键一招激活满池春水

锚定“世界一流园区” 高质量发展硕果累累

合肥高新区：：
奋力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招优引强”持续发力 经济发展动能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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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肥高新区坚持问题导向， 立足内涵挖
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进闲置和低效用地
处置工作，提高亩均效益，助力高质量发展。

早在 2019年，合肥高新区就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近 500 家企业进行低效用地入户调
查。 2020 年通过“卫片筛查+现场航拍”的方
式，对供地项目土地空置情况进行调查，梳理
27 宗共计 2802 亩低效用地。 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制定实施《高新区闲置和低效用地处置
工作意见（试行）》（包含处置流程）《高新区闲
置和低效用地议事规则》及《高新区闲置和低
效用地专项绩效考核办法》，编制《向存量要
空间》系列宣传手册，以案示范示警。

着眼制度创新，建立框架协议制度，构建
以“三师”（规划师、土地评估师、律师）为引领
的专家智库， 加强政策联动， 搭建平台当好
“红娘”，建立拟落地项目土地供需平台，积极
促成供需对接，完善四方供给（低效企业、受
让企业、原地政府、项目异地落户政府四方）
体系，共同化解处置成本，聚焦“招引、供地、
监管、退出”四个环节，构建长效机制。在退出
领域， 启动建设闲置和低效用地动态智慧管
理平台，构建低效用地招商信息发布、二次交
易转让子平台。截至目前已完成处置 26宗约
1955.43亩土地。其中，自主升级改造 10宗约

521 亩土地，收回 11 宗约 1088.43 亩土地，项
目嫁接二级市场转让 3 宗约 93 亩土地，起诉
受理 2宗约 253亩土地。

在有效化解低效用地的基础上， 园区将
提高亩均价值这篇文章做得风生水起。 在铭
传路与石莲南路交口，一片 70 亩地块，从此
前几无税收到处置后亩均税收超 100 万元，
巨大的反差让合肥高新区“亩均论英雄”的成
绩格外引人关注。 让最好的项目获得最优的
资源要素，摸清工业“家底”是关键。 2021 年
起， 园区梳理 2011年以来十年间供地项目招
商引资协议履约情况， 从产值和税收等维度
测算亩均产出情况。 找准病症，方能开好“处
方”，合肥高新区独具特色的“三类打法”，让亩
均价值高者真正成为英雄：支持企业“机器换
人”和智能化改造，开展“个十百千万亿”企业
培育工程，引导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在“亩均论英雄”杠杆的撬动下，一度被错配、
劣配的资源要素，从落后产能里“挤出来”。 截
至 2021年年底，园区拥有 1912户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亩均效益在全国高新区中位列前茅，
成为亩均“高产地”。 2021年 1月至 11 月，合
肥高新区战新产业产值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增速两项指标均居全市开发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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