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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项目招引 蓄势聚力增后劲

激发“拼”的精神，鼓足“拼”的劲头。在铜陵市，随处可见如火如荼的施工场景，时时感受干事创业
的激情。跑出“加速度”，点燃“新引擎”。一次次成功的招商签约，一个个紧张推进的重大项目，标示着
发展的新气象。

对标对表，加压奋进。 如今的铜陵正全力拼、提速干，以苦干实干奋力实现争先进位。

5月 10日上午，2022年全省重大项目
“云签约”活动举行。 铜陵市此次“云签约”
项目 15个，总投资 333.5 亿元，均为制造
业项目。 代表性项目有：总投资 117亿元
的铜化集团新能源电池材料项目，总投资
52亿元的华尚光电高导通透明硅基电路
板项目， 总投资 40亿元的景昌年产 300
万吨宽厚板项目， 总投资 20亿元的金冠
铜业年产 16 万吨阴极铜与阳极铜项目
等。 其中年产 75万平方米高导通透明硅
基电路板项目，建成后可一定程度上满足
全省半导体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促进长
三角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供应链一体
化发展。

6 月 9 日， 铜陵市隆重举行新能源

及高端装备智造项目签约仪式。 中广核
新能源等 9 个总投资 215 亿元的新能源
及高端装备智造项目正式落户铜陵。 其
中，中广核 150 万千瓦新能源项目，总投
资 140 亿元， 另外 8 个项目累计总投资
达 75 亿元。这些项目落地将有力拉动铜
陵市投资快速增长，对推动产业链延链、
补链、强链，尤其是提升新能源产业竞争
力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扭住项目“牛鼻子”，以项目比高下、
以实绩论英雄。铜陵市牢固树立“发展为
要、项目为王、实干为先”的鲜明导向，坚
定不移推进“双招双引”首位工程，全力
以赴攻坚项目招引。

今年以来， 铜陵市紧紧围绕安徽省

十大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工作方案，完
善招商工作机制，明确招商工作重点，加
强招商队伍建设，提升招商专业化水平。
聚焦全市六大重点产业链， 通过创新招
商方式、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
落实项目预审和亩均效益评价机制等，
甄别引进一批链上优质项目， 以高质量
产业投资引领高质量发展。

5 月 25 日，铜陵市成立了新能源和
节能环保产业协会。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
产业是铜陵市六大重点产业链之一，该
市编制了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
划，制定了产业链图、技术路线图、应用
领域图、 区域分布图等，2021 年实现产
值近 200 亿元。

该协会成立后将着力改变铜陵本土
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面， 推动实现优势互
补、利益共享，促进铜陵市能源结构优化
调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除去承担相关
学术研究、信息交流、行业自律、权益维
护等工作外， 协会将重点协助政府开展
“双招双引”工作，促进新能源和节能环
保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深化“链长制”招商的基础上，铜
陵市加大协同招引力度，主动走出去、请
进来，发挥投资合作热力图“云平台”作
用以及龙头企业、商协会的作用，云上招
商、以商招商、乡情招商等方式“全面开
花”，推动形成“项目招引没有旁观者、没
有局外人”局面。 今年以来，铜陵市各单
位各部门共外出招商 349 批次， 拜访企
业（机构）629 家，接待来铜企业（机构 ）
781 家，促成了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成功
签约落地。

在位于铜陵经开区的铜陵恒泰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电子级环氧
树脂项目建设现场， 标准化的施工围挡
内，机器轰鸣，重卡穿梭，施工人员正全
力以赴抢时间、赶进度，力争跑出项目建
设“加速度”。

该项目总占地 76 亩， 分两期建设，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电子级环氧树脂
10 万吨。 恒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钟高中介绍， 电子级环氧树脂行业属国
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 产品主要
用于芯片、集成电路、印制电路板、电子
电器元器件封装以及航空航天复合材料
等领域。 在铜陵各级各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该项目 96 天实现封顶，已进入
设备安装阶段。

在位于枞阳经开区的铝基新材料产
业园项目施工现场， 同样是一派忙碌场
景。 运输车辆往来穿梭， 建设者热情高
涨，正有序进行桩基混凝土浇筑、基坑修
边等作业。

铝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3
亿元，占地 55.46 亩，标准化厂房用地面
积约 3.7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7.2 万
平方米，是枞阳经开区整体投资建设运营
一体化项目重点建设内容之一。 “目前我
们正在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当前晴好天气，
加快项目推进，争取在 6月底前完成主体
工程建设。”项目相关负责人何宗伟说，在
项目建设中，枞阳经开区相关部门主动协
调解决交通物流等方面问题，确保物料及
时运到施工现场。

项目是发展的硬抓手， 今天的项目

就是明天的产业。 铜陵深入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打出项目建
设新攻势。

铜陵坚持精力围着项目转、 工作围
着项目干，深入开展“重大项目攻坚年 ”
活动，聚焦“两新一重”、产业转型、科技
创新、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 ，
全盘谋项目、全速推项目、全面管项目 ，
确立全年新增谋划 5 亿元以上项目 600
个、 固定资产投资和亿元以上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额增长 15%以上目标。

铜陵全力推进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
桥、微芯半导体、贝斯美新材料等一批重
点项目建设进度。全力配合保障引江济淮
工程实施，加快推进欣诺科新材料、安德
科铭高纯电子材料等续建项目建设。 同
时，加快推进土地成片开发，创新举措盘
活闲置低效用地，提升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水平，深入挖潜能耗空间，强化项目建设
要素保障。

4月 9日，铜陵市召开市一季度工作点
评会，该市一县三区和市中级法院、市发改
委、市经信局、市信访局、市数据资源管理
局（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等 9个单位分别围
绕一季度经济运行、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
境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作表态发言，铜
陵经开区等 8个单位作书面表态发言。

全市进一步增强“慢进是退、不进更是
退”的发展危机感紧迫感，营造背水一战、
比学赶超氛围，紧紧扭住重点难点攻坚，全
力扭转被动局面。截至 5月下旬，铜陵市今
年已有 101个项目参加省集中开工、 同比
增长 17.4%，项目总投资 399.7亿元。

6 月 8 日下午， 铜陵市委主要负责
同志在狮子山高新区管委会接待室，随
机接待了 8 家来访的企业负责人，认真
听取企业负责人反映的厂房产权证办
理、政策支持、招工用工、物流运输、融
资贷款、员工宿舍、厂房建设等方面诉
求， 与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办公、逐
项回应，面对面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和问题。

“企业之前反映的问题诉求有没有
解决？ 办理结果是否满意？ ”“还有哪些
需求？ ”5 月 23 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赴营商环境办， 开展铜陵市 2022 年二
季度企业诉求办理“顶格回访”活动，通
过随机电话回访方式，询问企业诉求办
理情况及满意度，现场接访并专题协调
企业发展“烦心事”。

扑下身子，不走样子 ，真正为企业
办实事、解难题。 5 月 30 日上午，铜陵市
政务服务中心“办不成事”（企业服务中
心）反映窗口投入运行，专门受理和解
决企业发展、 群众办事过程中遇到的
“疑难杂症”问题。 铜陵市数据资源管理
局（政务服务管理局）负责人介绍，该窗
口的设立，将为企业和群众提供 “兜底
式”服务。

今年，面对疫情影响 ，铜陵市深入
落实省委“一改两为五做到”部署要求，与

企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带着
感情和责任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提振发展
信心，共同渡过难关。 该市及时研究出台
加快中小微企业恢复生产、文旅行业助企
纾困政策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帮扶举措；
简化兑现手续、加快兑现速度，推动涉企
政策快享直达；广搭银企对接平台，持续
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对涉及企业成本
的税费等，“能免则免”“能减则减”“能缓
则缓”。面对疫情等不利因素，1至 4月份，
铜陵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 144.8 亿元，增
长 3.2%。 铜陵还推进企业上市 “登峰”，5
月 6日，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创业板 IPO成功过会。

既要拼作风，更要拼作为。当前，铜
陵正坚持抓具体抓深入，盯住关键人关
键事， 既交任务又教方法更抓落实，确
保一抓到底、执行到位。 该市各级各部
门快推进快落实 ，树牢 “今天再晚也是
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效率意识，全力
以赴、干就干好，闭环管理 、及时清零 ，
以最好状态、 最快速度推动工作落实。
各县区园区自我加压 、拉高标杆 ，努力
争先进、争一流 ，为实现全市发展争先
进位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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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项目 做优服务 加压奋进

加速项目推进 比学赶超抓进度

全力做优服务 推动经济稳增长

枞阳县华丰环保科技公司， 工人正在生产车间
使用数控弯折机器人生产污水处理产品。

铜陵经开区华创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
人正在生产电解铜箔。

铜陵在全省率先试点推进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产

品“首张订单”政策。 图为首个创新产品交付现场。

正在加快推进的 GG3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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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