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在城市功能区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直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主力军、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近日，记者来到长丰（双
凤）经开区，只见合肥金龙浩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建设已进
入尾声。 据悉，该项目投产后，将用于生产 3D 曲面玻璃盖
板、可穿戴设备先进材料盖板及车载玻璃面板等。

一边是新的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另一边智能家居领域的
布局已日臻成熟。 走进荣事达智能家居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智慧家居样板间内，空调、电视、照明灯均可通过语音或遥控
器控制。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回家模式”，房门一推开，室
内窗帘随之拉开，照明、新风系统等也一并启动。 如今，荣事
达正着力打造 500 亿元产业园工程，构建更加完整的智能家
居全价值链条。

“我们现在着力打造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智能
家居产业和高效节能环保设备制造产业三大主要产业，目前
三大产业分别有比亚迪、荣事达、舜禹水务等龙头企业，发展
势头良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秦传玉介绍，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成立于 1993 年，是长丰
县域经济的龙头， 近年来开发区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鼓励园区企业加快科技创新、 转型升级。 “我们在产业招商
中，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围绕龙头企业，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配
套，补链强链延链；还建立起网格化的企业服务机制，领导班
子成员每人联系 4 到 5 家企业， 中层干部每人联系 2 到 3
家，一般工作人员联系 1 到 2 家”。

长丰（双凤）经开区是我省经开区快速发展的鲜活缩影。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省级及以上开发区 131 家，其中国家级
经开区 13 家。 2021 年，13 家国家级经开区以全省 0.45%的
土地面积，贡献了全省 55.4%的外商直接投资、38.1%的进出
口、33.6%的税收、17.5%的高新技术企业、11.5%的地区生产
总值。

省商务厅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处副处长燕伟介绍，近年
来，聚焦项目建设，我省坚持“亩均论英雄”，推动国家级经开
区等重点开发区加大“双招双引”力度，加快提升对外开放水
平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助力改革开放新高地等“三地一区”建
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接下来，将继续推动国家级经开区深化
“亩均论英雄”改革，推行“标准地”改革，分类精准施策，依法
实施资源要素差别化、市场化配置，推进批而未供、闲置和低
效用地的处置，促进经开区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实现亩均效
益最大化。

“经开区一直是招商引资、出口创汇的重要载体。 我们
将建立健全国家级经开区重点外资项目跟踪推进机制，聚
焦开发区主导产业、十大新兴产业，谋划一批具有标志性的
大项目好项目。 ”燕伟表示，将瞄准世界 500 强企业、知名跨
国公司、全球行业领军企业及隐形冠军企业，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加快项目洽谈进度，力争外资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
开工、早竣工、早达效，为全省外资平稳发展发挥载体功能
和示范作用。

出口退税
助企“轻装远行”

■ 本报记者 汤超

“公司出口业务较多，每年有纸质备案单证上万张，装订
存档费时费力。 单证备案无纸化实施后，不仅能实现单证接
收即归档，还能节约打印纸张，省时省力又环保。 ”金寨高贝
斯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财务人员经敏说。

据了解， 此前按照有关规定， 出口企业应该在申报退
（免）税 15 日内，将购货合同、运输单据等纸质凭证按顺序装
订成册，以备税务机关核查。随着出口企业业务的不断增长，
企业备案单证整理装订的工作量不断加大。为帮助企业减轻
负担，六安市税务局在省税务局指导下，从去年 12 月起，在
实地调研走访，广泛征求企业意见的基础上，试点推出了出
口退税备案单证无纸化管理举措， 帮助企业采取 “一单一
档”、PDF 扫描、电子签章等方式备案。

为提升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助力外贸企业“走出去”，
六安市税务部门落实落细政策宣传，精准帮扶，辅导出口企
业用足用好退税优惠政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外贸平
稳发展。

“出口退税申报越来越简单轻松。”安徽明牛羽绒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陈昌明对此深有感触，“退税时限从 1 个月，到
缩短至 15 天、7 天……现在 3 天就能到账了。 退税提速，有
效缓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 ”

六安市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科长何昌荣表示，将继
续落实好出口企业分类管理、备案单证管理、收汇管理、加工
贸易等政策，简化出口退税办理流程，降低企业办税成本，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减轻出口企业负担，激发出口企业活
力，促进外贸经济平稳发展。

今年 4 月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
退税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 》， 其中明
确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进料加工出口企业 ， 在国家实行
出口产品征退税率一致政策后 ， 因前期征退税率不一致
等原因，结转未能抵减的免抵退税 “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抵减额 ”，企业进行核对确认后 ，可调转为相应数额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

“新政策出台后，我们在原有出口退税政策的基础上，还
额外享受了 14.3 万元的退税。 ”安徽工美服装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孙媛媛介绍。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将加大研发投入，助
力服装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扩大外贸“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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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全省共有省级及以上
经济技术开发区 131家———

经开区如何当好
“开路先锋”

�� ２２００２２１１年，，全省秸秆利用率达 9911%%、、畜禽粪污
利用率达 8811%%，，““两利用””产业产值 445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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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营销切不可娱乐化诱导

■ 何 珂

“818”被称作老百姓理财的盛宴。 历经
6 年，“818” 活动形式以及活动内容已逐步
走向多元化， 有红包有抽奖， 有直播有论
坛，有互动有竞猜，有投资教育，还有特供
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８１８”前夕，多地
证监局均提醒辖区证券公司营销宣传要依

法合规，不得误导投资者，要切实保护投资
者利益。

近年来，理财市场规模日渐壮大。 前不
久，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中国

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 (2022 年上 )》显
示， 今年上半年， 新发行理财产品 1.52 万
只，累计募集资金 47.92 万亿元。 截至 6 月
末，理财产品存续规模达 29.15 万亿元。 上
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 4172
亿元，同比增加 34 亿元。 然而，在激烈的行
业竞争中，一些理财产品的营销出现了“娱
乐化”倾向。 特别是一些基金营销所使用手
段，其目的似乎只有一个———更好、更快地
吸引眼球，达到募集资金的效果。比如，有的
基金销售为流量乱蹭热点；有的用“摆地摊
吆喝”的路数进行虚假宣传，夸大收益诱导

投资。
将理财寓教于乐，降低门槛，让更多不

了解、不善于理财的人接触理财，引导人们
合理规划财富，本是好事。 但如果进行娱乐
化诱导，容易干扰市场稳定性，损害行业形
象声誉，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危害不
可小觑。 证监部门发声提醒，十分及时，且
很有必要。

理财营销必须依法合规， 明确风险提
示、严守投资者适当性。 从理财机构的角度
来说，专业才是最好的营销。 券商作为持牌
金融机构，更需谨守职业道德，尊重投资规

律，以信任为基石为客户创造价值，高水准
满足投资者日益复杂的财富管理需求才能

行稳致远；对监管部门而言，及时对网络时
代的理财宣传“立规矩”，才是对行业的真
正保护， 也是对投资者的保护。 此次理财
节，相关监管部门就有明确要求，各家券商
不得利用理财热点炒作、夸大宣传、捆绑销
售；同时要求各家券商合规展业，注意对销
售方式宣传内容把关，不得通过引流、大 V
带货等方式违规销售。

当然，投资者也要理性。 从只会把钱放
在银行卡里拿利息，到主动了解种类丰富的
金融和理财产品，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投资
理财，有着更加开放积极的探索心态。 但如
果抱着“跟着别人买就对了”“哪个销量好就
代表哪个能赚钱”的心理贸然入场，很有可
能达不到预期。理财风险不会随着门槛的降
低而降低，所有投资者都要清楚，“理财有风
险，投资需谨慎”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一根秸秆，能走多远？ 在近日举行的安
徽秸秆暨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博
览会上，可以找到答案。

8 月 19 日，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秸秆
不仅可以做肥料、饲料、燃料，还可以做成衣
服、杯子、餐具等。在阜阳馆一家企业的展台
上， 一盆秸秆加工成的蘑菇基料上，“钻”出
一丛丛雪白的小蘑菇。

“今年小麦秸秆收购价 200 多元一吨，
配合鸡粪做成蘑菇基料，能卖到 500 多元一
吨，蘑菇采摘后基料还可以做有机肥，循环
利用效益好。 ”参展企业多多利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薛利告诉记者，通过秸秆综合
利用，企业形成了“林—草—鸡—菌—肥”循
环产业链，让秸秆变废为宝。

秸秆做基料， 类似的应用场景已不稀
奇。 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我省“两利用”产
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无中生有”创造一
个新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 ，2021 年在遭遇新冠疫
情和洪涝灾害的双重困难下，全省“两利用”
产业全年产值约 450 亿元，年产值过亿元的
企业 50 家，安排就业人数超 4.3 万人。 全省
培育了年利用秸秆千吨以上的企业 1800 多
家，建设了覆盖粮食主产区的标准化收储中
心 1300 多处，建成生物质电厂 50 座、装机
规模 146 万千瓦时。围绕畜禽养殖废弃物收
储转运、沼气生产、沼气发电、有机肥生产等
产业链，生产商品有机肥 278 万吨，大中型
沼气工程生产沼气 8900 万立方米， 沼气发
电 3438 万千瓦时。商品有机肥企业 122 家，
畜禽粪污异地集中处理中心 142 个。

“近年来，我们紧扣资源化利用、产业化
发展这个主题，全力做大做强全省秸秆和畜
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推动‘两利用’
产业迈向更大规模、更高水平、更好效益。 ”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杨增权表
示。 全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由 2014 年
的 71%提高至 2021 年的 91%以上， 全省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由 2016 年的 63%提高至
2021 年的 81%以上， 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出 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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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开始， 安徽省已举办 6 次秸
秆暨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
目前，安徽“两利用”博览会已发展成全国举
办最早、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行业展会，
安徽也成为全国“两利用”产业科技创新聚
集地和利用效果展示区。

本届博览会约有 600 家企业参展，3000
多个（项）产品、技术、模式、装备展出，覆盖
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
化等重点利用领域。

依托博览会平台，一批资金、项目、技术
落地安徽，招商引资效益显著。 中国大唐集
团淮北发电分公司启动建设生物质耦合发
电技术改造项目，全年可处理当地生物质秸
秆 20 万吨，折标煤约 8 万吨，年秸秆发电量
2.3 亿度， 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8 万吨，实
现生物质资源高效低成本利用，既符合国家
“双碳”发展目标，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综
合能源消耗；黄山华绿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力于开发和生产茶梗及玉米须等草本植
物的精深加工产品， 以独特的技术优势，形
成了从原料精深加工到变废为宝销往全球
的产业链条，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开辟
了一条新途径；宿州灵璧县杨疃镇利用秸秆
畜禽废弃物打造食用菌特色小镇，现有 4 家
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产值近
5亿元，带动近 5000 人就业，人均增收 2000
元，入选全国产业强镇示范名单。

2017 年至 2021 年，5 届“两利用”产业
博览会共重点调度签约项目 474 个， 开工
434 个，完成投资 442 亿元。 今年博览会有
针对性地开展精准招商和专业化招商，各地
持续加大“双招双引”工作力度，151 个项目
在大会上集中签约，合同金额 178 亿元。 大
会期间，我省还对外发布推介项目 100 个。

本届博览会现场集中签约呈现 3 个特
点： 一是项目体量大。 单个项目签约金额
5000 万元以上的有 95 个，其中，亿元以上
的 65 个、5 亿元以上的 6 个。 二是覆盖领域
广。 现场签约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100 个、畜
禽粪污资源化项目 51 个，覆盖肥料、饲料、
基料、能源、工业原料等重点利用领域，以及
收储运、机械制造、产学研对接等产业化关
键环节。 三是沪苏浙投资势头好。 此次博览
会，来自沪苏浙地区的投资项目 40 个、投资
总额 52.7 亿元，占总量的近三成，这些项目
的落地实施将为推动长三角农业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提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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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是农业大省，每年农作物秸秆可收
集量 4800 万吨左右， 畜禽养殖废弃物总量
5600 万吨左右，利用好这“捡起来的另一半
农业”，发展空间巨大。

据悉，我省将继续加快“两利用”产业高
质量发展，总结经验，提升功能，把安徽“两
利用”博览会品牌打得更响。 通过展会放大
我省“两利用”产业的先发优势 ，大力开展
“双招双引”，强化技术引领、场景驱动，持续
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集聚水平 ，使 “两利
用”成为农民收入的新增长点。 力争到 2025
年， 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95%以上，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85%以上，“两
利用”全产业链产值发展到 1000 亿元，努力
把我省打造成全国“两利用”产业高地、技术
高地、人才高地。

本届博览会期间，全省 115 家“两利用”
企业、产业技术体系、金融机构共同组建了
全国第一个“两利用”产业联盟。“两利用”产
业联盟将集聚省内优质资源，广泛联系上中
下游企业，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做到补
链、强链、延链，促进产业发展和科技成果转
化，推进全省“两利用”产业迈向纵深，高质
量发展。

“目前，安徽秸秆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已经迈上 3.0 版， 我们希望通过博览会，
追踪秸秆综合利用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的前沿成果，创新秸秆粪污科学利用的新路
径，催生安徽秸秆粪污产业大发展，创造现
代农业经济新增长点， 吸引更多的企业、技
术、资本，让更多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模式
在安徽创造生产力， 从而提升我省秸秆、畜
禽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链、技术链、价值链
水平，努力将安徽打造成为全国‘两利用’产
业高地。 ”杨增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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