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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别报道 7··非凡的成就 安徽这十年

勇立潮头 敢为人先
沈宫石

芜湖，一片神奇的土地。
1000 多年前，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这里留下“天门

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千古诗篇。
明代宋应星在 《天工开物》 里赞道：“织造尚松

江，浆染尚芜湖。 ”
近代开埠通商 ，为 “江南四大米市 ”之首 ，素有

“长江巨埠、皖之中坚”之美誉。
这就是芜湖，一座开放包容、蕴含徽文化灵秀之

气的美丽江城。
在芜湖，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开拓创新成为最

鲜明的城市特质。 从改革开放之初民营经济的第一
枝报春花“傻子瓜子”，到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一面
旗帜奇瑞汽车，到成功跻身世界 500 强的海螺集团，
再到国民零食第一股“三只松鼠”，芜湖始终顺应时
代大势，勇立时代潮头，创造了一个个“无中生有”的
创新奇迹，书写了一段段激动人心的创业传奇。

潮起踏浪，扬帆远航。今天的芜湖，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 ，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正在创新之路上勇毅
前行。 “畅聊早餐会”“1%工作法”“人民城市建设合
伙人”“紫云英人才计划 ”“惠企政策网上超市 ”“企
业家接待日 ”……创新生态不断优化 ，创新故事不
胜枚举。

真正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第二极， 建成名副其实
的省域副中心，芜湖锚定目标，聚力提升城市能级，
提高城市发展质量，踔厉奋发，营造青年创新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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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新思路的试验地、新事物的生发
地、新产品的首发地，成为江淮大地创新创业热土。

长江奔流不舍昼夜。 站在新的起点上，芜湖这座
“有山有水有文化”的创新之城，肩负起走在前列的
使命重任，正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强化主动担当意
识，拉升标杆、争创一流，布局新赛道，打造新场景，
壮大新动能，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更大步伐，奋力谱
写“大江大湖大梦想”的崭新篇章。

�� 党的十八大以来，，芜湖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走
改革创新、、产业立市之路，，城市综合实力快速提升——————

加快打造省域副中心的““芜湖担当””

创新驱动，赋能高质量发展

奇瑞汽车、钻石飞机、轨道交通、低温余热发电系统……走进芜湖
市产业创新馆，以创新为核心、以产业为主线展陈的上百家企业 470 余
件代表性产品组成的“创新方阵”，令人目不暇接，为之一振。

十年来，素有“长江明珠、创新名城”之称的芜湖以创新驱动赋能高
质量发展，建立、完善创新型城市建设政策扶持体系，为各类创新主体
落地生根、成长壮大注入“源头活水”。

该市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双突破 1000 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达 51.47%， 建成重点研发创新平台 55
个，新型研发机构数占全省四分之一，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连续十
年保持全省第一，城市创新能力居全国创新型城市第 25 位。 汽车及零
部件、材料、电子电器、电线电缆四个支柱产业加速迈向中高端，十个战
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奇瑞汽车、海螺水泥、埃夫特机器人、中电科钻
石飞机、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跨座式单轨列车等一批“芜湖制造”亮相世
界舞台。

强化政策引导、壮大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要素……芜湖市发挥国家创
新型城市引领效应，加快改革步伐，优化创新生态，激活创新引擎。 近年
来，该市规划建设面积超 300万平方米的十大创新园，打造适宜年轻人创
新创业的生态系统；每年安排 10亿元自主创新政策奖补资金，推动创新
型城市建设；实施高新技术企业三年倍增计划，综合运用绩效奖励、项目
支持、担保贴息、研发后补助、基金投资、股权激励、创新券等多元形式，鼓
励企业创新。 2021年，芜湖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达 3.34%。

人才是第一资源。 芜湖市坚持人才优先发展主战略，围绕产业链
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集聚人才链，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人才创
新创业活力。 2021 年，该市成立全省首家人才发展集团，出台

“紫云英人才计划”，制定高层次人才“一事一议”实施细则等
26 项配套细则，启动实施“3113”人才工程，并专门设立了
一只规模 5 亿元的“大学生创业基金”，以一系列含金量
十足、诚意满满的人才招引政策增强城市吸引力。2021
年，芜湖市共招引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 74 个、领军
人才 150 人、高端人才 1500 人，吸纳 3.3 万名大学
生在芜就业创业。

创新驱动，助力芜湖起飞。 十年来，该市先
后获得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全国科
技进步先进市等一批“国字号”招牌。 城市
创新能力在安徽乃至长三角创新版图中
的优势地位不断巩固。

2019 年， 芜湖市城市创新能力居
全国创新型城市第 29 位。 2020 年跃
升 4 位， 跻身 25 强， 位列长三角前
十 。 2021 年 ， 该市经济总量突破
4000 亿元大关，达到 4302.63 亿元，
并以 11.6%的增速 ， 在长三角 41
个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一。

产业升级，壮大发展新动能

今年 6 月 1 日， 芜湖江北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园项
目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 210 亿元，打造长三角地区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特色示范标杆， 进一步提升芜湖汽车
产业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

十年来，芜湖持之以恒，强化产业立市，聚焦重点、
着眼未来，培育主导产业，打造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发
展现代产业体系，成功培育出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微
电子、轨道交通、通用航空、现代农机等十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

2013 年，芜湖航空产业横空出世、一飞冲天，历经
发展积淀，基本实现从航空整机及零部件制造、航空运
输到航空培训的产业链上下游全覆盖，拥有通用整机、
无人机、发动机、航电系统、航空维修等链上企业 180
余家， 芜湖航空产业园成为国家首批通用航空产业综
合示范区。

同样，芜湖机器人产业“十年磨一剑”，建成全国首
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发展集聚区， 集聚上下游产业链
企业 200 多家，年产值超 300 亿元，形成工业机器人本
体强劲、服务机器人多元发展、关键零部件打破国外垄
断、系统集成覆盖广泛的全产业链发展态势。

与产业发展共成长，一大批科技含量高、成长潜力
大、核心竞争力强的优质企业破蛹蝶变，焕发出勃勃生
机与活力。 埃夫特六关节机器人出货量居中国自主品
牌第一位，跻身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第一梯队。 中电科
芜湖钻石飞机研发制造出第一架“安徽造”通用飞机，
连续多年稳居国内同类型通用飞机出货量第一。 中车
浦镇阿尔斯通车辆成为全省首款出口海外的轨道交通
产品。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由位于芜湖市繁昌区的安徽
哈特三维科技有限公司全程参与研发生产的主火炬点亮
全场，展示了 3D打印技术一流水平，令业界刮目相看。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经过数年快速发
展，繁昌区已集聚 3D 打印企业 70 多家，产品涉及数据
软件、专用材料、整机设备、应用服务等多个领域，在工
业制造、生物医疗、教育教学、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多
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增材制造
产业集聚区。 去年 10 月，长三角首座 3D 打印铸造全流
程智能工厂启用，繁昌 3D 打印成为芜湖又一张亮丽的
“名片”。

数字时代， 以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 推进智能制

造，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道路。 近年来，芜湖瞄准工
业互联网“风口”，谋篇布局，精准落子。 2021 年 3 月，芜
湖在全省率先发布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及标杆示范培育行动实施方案，推动“芜湖制造”迈
向“芜湖智造”。 其中，该市通过培育 100 家标杆示范企
业，锻造全市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开路先锋”。

去年 8 月，奇瑞携手卡奥斯，合作共建“海行云”工
业互联网平台，打造“工赋芜湖”应用场景，成为汽车行
业首个大规模定制工业互联网平台， 正在建设的奇瑞
超级智联工厂将率先试点汽车行业大规模定制新模
式，通过数字化制造体系的建设和应用，推动奇瑞和上
下游企业的数字化升级。

目前，“海行云” 已实现对汽车和离散制造的全产
业链、全场景覆盖和支撑，在汽车、新能源、电子信息等
多个行业领域推广应用，赋能中小企业 398 家，形成 13
个平台解决方案，成为安徽省重点建设的三大“双跨”
平台之一。

今年 2 月，“东数西算”国家工程全面启动，规划设
立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芜湖集群”作为全国十大
数据中心集群之一， 将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一起， 共筑长三角地区国家算力
枢纽，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核心生产力。

芜湖正在加快构建“数网、数纽、数链、数脑、数盾”
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创新体系，力争把“芜湖
集群”打造成为全国十大集群中的先行者和示范区。

强基提质，打造高品质城市

7 月 4 日，在“皖江第一隧”———芜湖城南过江隧道
地下 50 米深处， 两台开挖直径 15.07 米的超大直径泥
水平衡盾构机在轰鸣声中向长江对岸掘进， 构成一幅
壮观的施工场景图。

芜湖雄踞八百里皖江中段，有着“长江巨埠、皖之
中坚”的美誉。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日
趋完善，芜湖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芜湖市内 G205 国道城区段（二环路）的快速化改
造无疑是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该市以 “十年磨一
剑”的毅力和韧劲，持续打造这条南北主通道，先后累
计投资 30 亿元， 对全路段实施拓宽改造和快速化改
造，在所有平交道口上建成 13 座立交桥，把主城区的
“肠梗阻”打通成为“主动脉”。

芜湖因水而兴、因港而盛，临江达海，是长江经济
带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十年来，浩浩长江见证了芜湖
港发生的巨大变化———2014 年 ， 芜湖港完成吞吐量

1.08 亿吨 ， 成为安徽第一个亿吨级大港 ；2014 年至
2018 年，芜湖港港口集装箱量连续以每年 10 万标箱增
幅快速增长，2019 年一举突破 100 万标箱大关。 同年，
芜湖港开通芜湖—上海洋山码头点对点直航班线，架
起了安徽重点城市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水上高速
通道。 2020 年 10 月，“芜湖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获批，
成为我省唯一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2021 年，又成功开
通芜湖—日本快运航线，成为省内首条外贸快航班线。

如今，作为安徽最大的货运、外贸、集装箱中转港，
芜湖港已成为“皖货出海”的重要大通道。

十年来，芜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好戏连台———
2019 年 8 月， 芜湖新中江桥建成通车， 芜申运河

（安徽段）全面建成，全线可满足 1000 吨级船舶常年通
航，芜湖至上海运距相比长江缩短约 118 公里，打通了
安徽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的第二条水运主通道。

2017 年底，芜湖长江公路二桥建成通车 ，拓展了

芜湖市拥江发展的城市格局；2020 年 9 月， 作为商合
杭高铁重要组成部分的芜湖长江三桥全面建成通车，
芜湖又增添一条跨江通道 ，进入真正意义上的 “高铁
时代”。

2021年底， 芜湖市轨道交通 1 号线、2 号线先后开
通运营， 成为全国首个以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为主干
线路的城市，极大提升了城市功能和品质，增强了城市
综合竞争力，芜湖迈入轨道交通新时代。

2021 年 4 月， 作为安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
重要交通基础设施， 芜湖宣州机场建成通航， 一年多
来，已开通北京大兴、广州、佛山、成都、重庆、西安、长
春、昆明、深圳、青岛、珠海、哈尔滨、三亚、厦门、海口、
贵阳、 沈阳等 30 条国内大中城市航线， 通达 25 个城
市，初步实现“北连京津冀、南通珠三角、连接西部重点
城市群”的航线网络布局，促进了地方基础设施与长三
角城市群等高对接及皖江区域与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
的联系。

十年发展，十年巨变。 如今的皖江明珠芜湖已经构
筑起公、轨、水、空全方位的“大交通”发展格局，形成集
公路、铁路、轨道、水运、航空于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成为安徽向东融入长三角的前沿阵地。

芜
湖
篇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 打造““欢乐芜湖””城市文旅品牌，，芜湖方特成为安徽
乃至华东地区旅游新热点。。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摄

�� 海螺集团居世界

550000 强企业第 335533 位 。。
（（资料照片））

奇瑞新能源车生产线。。 陈剑 摄

�� 芜湖成为我省重要的船舶制

造基地。。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摄

芜湖宣州机场已开通 25
条客运航线。 杨大伟 摄

芜湖长江三桥雄姿。。 （（资料照片））

芜湖滨江风貌。。 陈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