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锦海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口罩生产设备阜阳欣奕华制药有限公司车间 马燕 摄

高高速速路路口口

太和经济开发区鸟瞰 王传杰 摄

招商高端化 项目龙头化
产业集聚化 产城一体化

———安徽太和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纪实

2020 年以来， 安徽太和经开区认真贯彻落实阜阳
市委市政府“产业项目建设年”“优良作风建设年”工作
部署和太和县委县政府各项重点任务，以创建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为目标，立足医药主导产业发展，坚持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狠抓招商引资、聚焦项目建
设，深入推进规划编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产学研合
作，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2020 年 1-11 月，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234.8 亿元，
同比增长 5.33%； 工业增加值 54.19 亿元 ， 同比增长
5.81%；经营（销售）收入 243.58 亿元 ，同比增长 6.35%；
税收 5.51 亿元，同比增长 5.15%；固定资产投资 18.41 亿
元，同比增长 12.72%；招商引资投资额 53.84 亿元，同比
增长 19.59%；进出口总额预计 8346 万美元，同比增长-
30.08%，其中出口 3962 万美元，进口 4354 万美元。 预计
全年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251 亿元， 工业增加值 63 亿
元，经营（销售）收入 260 亿元，税收 6 亿元，固定资产投
资 25 亿元，招商引资投资额 70 亿元。

在2019 年全省省级以上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
价中，太和经开区位列全省第 18 名；在 2019 年全省现代
医药基地考评中，太和经开区位居全省医药类基地 B档。

德信佳

回顾 2020年，以完美收官
一、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 ，

太和经开区积极应对和防范疫情 ，在
全面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 积极引导
和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促发展 、 稳增
长 ，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
两不误。

一是严格防控 ， 切实压实工作责
任。 二是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恢复生产。
积极主动了解企业困难 ， 根据企业类
型、分布将企业分为七大片区，精准施
策，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二、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是完善项目推进机制。 二是全力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以来开发区参
加集中开工项目 14 个， 总投资 38.5 亿
元，目前实际开工 13 个，未实际开工项
目四环科宝二期正在办理前期手续。 三
是加强资金申报力度， 优化项目服务。
认真做好 2020 年国家技改专项申报 、
战新集群专项融资计划申报、国际金融
组织贷款规划项目申报、信贷支持县城
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项目申报和第五
批专项债券项目申报工作。

三、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一是加快完善路、水 、电等配套设

施。 二是加快平台建设。 三是推进安置
区建设，加快拆迁安置。

四、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工作。
开发区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重要

来抓，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
遇，促成一批医药企业落户。 总投资 30
亿元的保兴产业园特色医药原料药生
产基地项目、 总投资 5.6 亿元的德信佳
三期原料药项目在 10 月 16 日召开的
2020 年阜阳·太和现代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研讨会暨招商项目签约仪式成功
签约，预计 2021 年实现开工；中印国际
医药合作试验区--国际医药高端制剂
共享制造基地（一期）项目预计 2021 年
初可实现开工，先期启动建设国际医药
培训中心；成都医路康、春风药业、泰宇
药业等 12 个重大项目洽谈顺利， 争取
早日签约。

五、园区升级有序推进。
太和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开发区

升级工作， 建立了升级工作领导小组，
加大重点指标关注度，制定任务清单和
责任清单，定期组织相关县直部门召开
协调会议，重点推进落实，有部署、有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017 年 6 月太
和经开区列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培
育期，目前培育期已满三年。2017 年全省
17 家培育期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
价中，太和经开区名列全省第 4、皖北第
1；2018 年全省 17 家培育期开发区综合
发展水平考核， 太和经开区综合评估名
列全省第 3 位、皖北第 1 位；在 2019 年
全省培育期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考
评中，太和经开区名列第三名。

六、科技人才工作成果显著。
开发区现有高企 27 家， 培育高企

17 家， 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21 家；宝
华、保金、乐智 3 家企业首次通过高企
认定，贝克药业、万春日化、恒宇等 6 家

企业通过复审 。 2020 年新增专利 147
件，其中发明专利 19 件、实用新型 126
件、外观专利 2 件，现共有专利 695 件，
其中发明专利 82 件、实用新型 581 件、
外观专利 32 件。

太和生物医药创业中心成功晋升
为国家级众创空间；贝克入选第二批国
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 ；贝克通过
2020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网评；德信佳获
得第九届安徽省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优秀企业奖；开发区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入选省 “158”行动计划 ，系阜阳市唯一
入选的农产品加工园区。 泰泰、鼎晶、硒
瑞恩、贝克 4 家企业共 5 个项目获批第
二批阜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应急科技攻关专项”；恒宇、徽科、悦康
凯悦、银丰、太清获批 2020 年度阜阳工
业精品；盛康药业、同益净化、神健粮食
机械设备研究开发中心通过 2019 年度

阜阳市企业研究开发中心认定 ； 德信
佳、 银丰入选阜阳市工业企业“13581”
龙头培育工程第一批培育企业； 一帆、
贝克、恒宇、柯润戈入选第二批培育企
业；贝克 、锦海 、悦康天然入选 2019 年
度阜阳市“诚信企业”；王志邦入选阜阳
市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评选表彰名单；
鼎晶科创团队荣获第四届“阜阳青年五
四奖章”。 五源、贝克通过 2019-2020 年
度太和县人民政府质量奖认定； 六和、
大汇、 四环科宝等 7 家企业入选 2019
年度县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A 级单位；备
羽飞发制品被认定为 2020 年县第一批
(居家)就业扶贫基地。

七、积极申报重大平台。
一是积极开展国家级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申报工作 ， 多次与省发改委沟
通汇报，持续优化申报资料，待国家发
改委下发通知即可启动申报程序 。 二
是加快省级化学原料药基地创建工
作。在完成省发改委组织的文本申报、
现场答辩 、 实地勘验基础上 ，7 月底 ，
省发改委、 经信厅联合发文同意太和
县开展省级化学原料药基地创建工
作，创建期原则 2 年以内，创建工作完
成并验收通过后正式认定授牌 ，目前，
省级原料药基地的创建报告已根据专
家评审意见进行了完善 ， 市发改委要
求原料药基地创建期将由两年缩短为
一年。另外，国家级化学原料药基地申
报文本委托北京石油化工院正在同步
编制。 三是太和生物医药谷以第一名
的成绩入选安徽省留学人员创业园 ，
将为海内外人才来太和发展医药总部
经济，提供离岸研发平台及“委托生产+
销售”服务。

八、推进中印国际医药合作试验区
建设。

高起点编制各项规划。 组织多轮实
地调研、专家研讨、企业座谈，科学确定
园区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借鉴国际理
念、国际标准、国际技术高起点编制总
规划面积 40.7 平方公里，涵盖国际医药
先进制造、国际医药物流 、国际医疗康
养三个片区的空间规划，中印试验区启
动区（即 I 期共享制造平台）修建性详规
深度完善中。 高频率争取扶持政策。 政
策尤其是医药审批政策是中印试验区
建设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先后多次到国
家发改委、药监局等部门争取医药注册
审批政策。 高质量推进品种引进。

九、党的建设持续深化。
一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二是提升

基层组织力。 三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 四是持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
建设。

十、各项事业顺利开展。
一是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底

线思维，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二是
全面提升环境质量，认真落实环保各项
工作。 三是加强财政制度建设。 四是加
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五是常态化推进
文明创建工作。 六是脱贫攻坚强力推
进。 七是信访工作扎实开展。 八是土地
及拆迁工作进展顺利。 九是全面推进各
项基础工作。 进一步完善落实社保、就
业、教育和文化、农业、秸秆禁烧、武装、
统战 、教育 、档案管理 、计划生育等工
作， 认真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
作，确保各项工作稳妥、高效开展，不断
增添园区活力。

展望 2021年，再上新台阶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开发区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
神，紧紧围绕升级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核心目标， 以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以优化环境、创优平
台为支撑，抢抓机遇，精准发力，
力争 2021 年实现： 新增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15 个 ， 销售收入
300 亿元， 工业产值 280 亿元，
税收 7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30
亿元， 进出口总额 3 亿美元，新
增高企 1 个，新增省市研发机构
3 个，3 个项目竣工投产。围绕实
现 2021 年制定目标， 将重点抓
好以下工作：

一、 以党的建设为引领，强
化经济发展的政治保障。

一是抓好学习、 凝聚共识。
二是搭建平台、优化服务。 三是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二、以升级国家级经开区为
目标，全面提升园区发展质量

一是抓好项目落地。积极与
在建、签约、在谈企业对接，推动
项目实质性落地开工， 完成投
资。重点要抓好中印试验区启动
区、中印物流园一期、保兴特色
原料药基地、 贝克药业三期，德
信佳三期等实现实质性开工建
设； 力争实现 2021 年谋划项目
春风药业、泰宇药业、森隆集团
等 25 个项目实现签约落地。 二
是抓好精准招商。立足现有医药
产业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借
助各类商会、协会、联盟等国际
国内资源优势，主动组织开展精
准招商，研究提报县委、县政府
继续承办或举办医药高端论坛、
太和籍企业家推介会、大核酸产
业论坛等招商推介活动。 同时，
充分利用世界制造业大会、徽商
大会等平台作用和客商资源，主
动出击，做好项目对接活动。 三
是抓好平台申报。成立专门工作
小组，及时研究国家及各部委关
于开发区的平台申报通知，应报
尽报。 同时，重点推进国家级化
学原料药基地、国家级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生
物医药示范基地等平台申报工
作，提升开发区品牌。 四是梳理
完善年度任务清单。 2021 年将
采用新 40 项指标体系， 开发区
将全面梳理 2020 年指标完成情
况， 逐项对指标进行研究分解，
制定有针对性的指标提升方案，
对科技创新、外向型经济、财政
等短板指标进行重点提升。

三、 以完善规划为指引，为
经济发展提供道路保障。

一是要谋划编制“十四五”规
划。 二是完善修订各类专项规划。
三是推进落实规划指引作用。

四、以中印试验区创建为契
机，打造对外开放新平台。

一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二
是扎实推进项目招引。三是多途
径开展品种引进。

五、 以优化服务为核心，开
启园区服务新模式。

一是精准抓项目服务。二是
坚持问题导向推项目。三是严格

落实双清工作。
六、 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提

升园区发展效益
一是积极搭建平台，摸排园

区企业优势及需求 ，将 “20 条 ”
人才新政落实到企业，积极引进
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来太和创新
创业。 二是加强培训，围绕人才
团队申报、高企认定、专利申请
等重点内容，组织分层次、分类
别，多形式、多内容的科技人才
培训活动。 三是精准服务，深入
企业征集科技需求， 与高校、科
研院所对接，组织做好成果推介
与企业技术需求的有效对接；指
导企业开展新产品的研发、关键
设备攻关，协调高新科研院所与
企业建立科研合作关系，转化科
技成果；对符合条件的积极督促
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及国家级、省
级、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企业研发中心。

七、 以平台申报为重点，增
强综合竞争优势。

一是巩固申报成果。 省级化
学原料药基地已经获批，2021 年
将是至为关键的创建期，我们将
严格按照省级原料药基地的创
建报告的各项重点任务，分轻重
缓急，重点逐项推进，争取顺利
实现创建工作完成并验收通过
后正式认定授牌。 同时，继续完
善国家级化学原料药基地申报
文本，提前做好申报准备。 二是
瞄准重点申报。成立专门工作小
组，及时研究国家及各部委关于
开发区的平台申报通知，应报尽
报。 同时，将重点推进国家级化
学原料药基地、国家级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生
物医药示范基地等平台申报工
作，提升开发区品牌。 三是深挖
平台红利。 深挖园区外贸转型示
范基地、医药产业基地、化学原
料药基地、众创空间、留创园等
现有平台的支持政策，做到既能
争取到平台、 又能用得好平台，
将平台红利惠及园区企业，为园
区建设提供助力。

八、 以保障民生为根本，推
动园区健康持续发展。

一是严格落实各项扶贫政
策。 开发区 2021 年涉及教育扶
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就业扶
贫、 社保兜底扶贫等诸多政策。
二是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 坚持不懈抓好理论学
习，扩大对外宣传渠道，不断丰
富学习教育内容，进一步加强阵
地建设和队伍建设。三是抓好社
会治安治理工作。 继续推进平安
创建活动深入开展，进一步提高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打造平安
美丽园区；以社会经济发展和社
会事业并进为目标，加快城乡一
体化进程， 提高园区发展水平。
四是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进
一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继
续做好人口和计生工作，统筹做
好农业、就业、工会、民政、妇联、
文化事业等工作。 五是严守环保
生态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为实
现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李国庆 崔婷婷 文/图

热烈祝贺阜阳市“人大、政协”两会胜利召开！ 祝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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