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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政府能力提升年”工作总结

经开区东区扩区规划尚未获批。在国务院印发的《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中规定在长三角等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铸造产能，受
该政策因素影响，经开区部分招引含铸造工艺的工业项目落地难、推
进慢。

郎溪经开区严格贯彻落实省、
市、县党代会精神，坚持把“双招双
引”作为经济工作第一战场，按照打
造“四区一基地”战略定位，以苏皖
合作示范区和“一地六县”合作区建
设为总抓手，着力先行先试 、实干
快干，加速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

（一）在思想解放上持续发力。
紧紧围绕省委“忠诚尽职、奋勇争
先，全面强化‘两个坚持’，全力实
现‘两个更大’”的工作要求，积极
响应市委“学‘两湖’、提标杆，强信
心、促跨越”的行动号召，按照郎溪
县委、县政府“ 学溧阳、比广德、兴
郎溪”统一部署，始终坚持“一一一
二五”工作思路，聚焦“8864”工作
目标，全面掀起“比学赶超”的工作
热潮，引导经开区广大党员干部在
思想解放中对标对表，在“五大攻
坚行动”中主动作为，在各项重点
难点工作中冲锋在前，在省市目标
管理考核中奋勇争先。

（二）在做大做强工业发展主
平台上持续发力。 不断优化“一区
一园一港”总体布局，深入开展“三
比三学三赶超”。 主园区重点围绕
高水平建设东区绿色智能制造产
业园，发展汽车零部件、特色化成
套设备和电梯及配件三大板块 。
以“高、新、绿”作为主攻方向，加快
集聚一批“大好高”项目；分步推动
道路、 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全覆
盖。 全面深化苏皖合作示范区建
设，加快推动区域合作取得突破性
成果。十字园区大力推进现有纺织
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做优“安徽省
郎溪县纺织新材料特色产业集
群”。 深化与上海白茅岭合作，打
造绿色食品产业基地。定埠港重点
布局港口物流与临港产业两大板
块，积极建设国家二类水运口岸和
B 类保税物流中心，打造通江达海
“绿色生态皖东南第一港”。

（三）在“五大攻坚行动”上持
续发力。 聚力产业链招商。 围绕汽
车零部件、特色化成套设备和电梯
及配件产业，延链、补链、强链。 积
极拓展发展发动机系、 传动系、行
走系、 制动系等汽车关键零部件；

丰富长距离输送设备和节能环保
设备产品线种类；针对电梯整梯制
造和电气控制系统、 电力拖动系
统、导向系统、轿厢系统关键部件
领域，高质量承接长三角电梯产业
转移，加快打造百亿产业集群。 聚
力项目建设。建立健全项目推进调
度机制， 确保攻坚项目每月有投
资、有进度、有形象。 聚力为企服
务。 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破解难
题、解决问题、推动发展，持续提升
企业满意度。 聚力存量盘活。 加快
盘活处置闲置低效工业用地。 同
时， 做好盘活地块招商推介工作，
力争做到盘活一个存量、落户一个
项目、快速推进实施。 聚力形象提
升。加快推动溧宁高速郎溪开发区
互通工程建设；推进实施基础设施
补短板、强弱项、提功能三年行动
计划；抓好企业厂容厂貌“三项整
治”， 加快实现综合承载力和对外
形象双提升。

（四）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上持续发力。 一是深入开展“培大
育强”行动计划。 以“亩均效益”为
核心， 分级建立企业培育台账，细
化“一企一策”培育措施，加快培育
一批产值超过 10 亿元企业。 二是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鼓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确保每年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 10 家以上，“专精特新” 企业
5 家以上 ， 专利授权量 300 件以
上。 谋划在锦绣湖产城融合片区
建设智能制造众创空间、科技企业
孵化器等，实现科技赋能、创新驱
动。 三是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推动产业数字化，大力推进工业互
联网深度应用，构建 “区域级+行
业级+企业级 ” 工业互联平台体
系，建成一批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
企业。 推动数字产业化，着力培育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数字企业或平台，加快传统产业
数字化改造。四是大力推进绿色制
造。 鼓励企业对标绿色工厂、绿色
设计产品和绿色供应链开展创建
工作；加大生态环保基础设施投入
力度，协同推进减污降碳，积极创
建国家级绿色园区。

存在的问题

工作打算

今年以来 ，郎溪县委 、县政府
更加突出“工业强县”首要地位，以
工业发展为突破口 ，聚力实施 “工
业突破五年行动”，迅速掀起“双招
双引、项目建设、为企服务、存量盘
活、形象提升”五大攻坚热潮。 郎溪
经开区聚焦目标任务，进一步加快
工作节奏，提高工作标准 ，拧紧责
任链条，各项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
工作成效。

1-10 月，郎溪经开区（主园区
和十字园）实现规上产值 148.54 亿
元， 同比增长 14.71%； 战新产值
69.57 亿元，同比增长 30.83%；高新
产 值 95.4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53%；1-8 月实现进出口额 1.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79%。 税收收
入 7.35 亿元，同比增长 19.39%。

（一）聚焦主导产业，项目引推
持续发力。 围绕汽车零部件、特色
化成套设备和电梯及配件产业，在
上海、无锡等区域成立驻外招商办
事处，密集开展驻点招商。 今年以
来，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69 个，总
投资 147.13 亿元。 排定 2021 年重
点产业项目开竣投行事历，常态化
调度推进，累计推动新开工亿元以
上项目 41 个， 新竣工亿元以上项
目 23 个， 新投产亿元以上项目 13
个。 在建项目 25 个。

（二）深化培大育强，发展质效
不断提升。 建立“小升规”和千万税
收企业培育库，结合企业发展实际
排定年度目标任务，网格化包保帮
扶。 1-10 月，经开区工业企业应税
销售同比增长 37.8%， 新增规上企
业 52 家。 今年以来培育认定省“专
精特新”冠军企业 2 家 ，省工业设
计中心 2 家 ， 省企业技术中心 1
家；累计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44 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15 家，省
“专精特新 ”企业 19 家 ；拥有省级
新产品 48 个。 纺织材料特色产业
集群入选省《2020 年度县域特色产
业集群建设成效评估得分靠前名
单》。 常态化开展“四送一服”“百名
干部帮百企”， 累计协调解决企业
原材料供应、 物流运输等问题 280
余个，为企业招工 4200 多人；兑现
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8281.65 万元。

（三）抢抓历史机遇，一体化建
设全面展开。 郎溪经开区积极推进
东区扩区升级，将经开区东区作为

“一地六县” 合作区郎溪工业板块
发展主阵地， 规划建设 33.55 平方
公里的绿色智能制造产业园，并成
为全市唯一入选《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产业园
项目。 目前，东区已建成 7 条道路，
总长约 8.3 公里。正在进行云台路、
大闸路、金桥路 3 条道路计 5.15 公
里工程施工，包括排水、路灯照明、
绿化、人行道、交通监控等，同步进
行雨污水管网建设。 东区已落户项
目 18 个 ，总占地约 1695 亩 ，总投
资 53.9 亿元，其中 5 亿元以上项目
3 个。 10 个项目在建。

（四）完善基础配套，综合承载
力显著增强。 按照“系统思维，统筹
推进” 原则， 推进实施总投资约 8
亿元的补短板 、强弱项 、提功能基
础设施项目， 深入开展以路网、管
网建设、干道风貌塑造 、重要节点
打造、厂容厂貌提升等为重点的园
区形象提升攻坚行动。 苏皖合作示
范区和“一地六县 ”合作区郎溪展
示中心建成运行，成为经开区对外
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 金牛路等 3
条道路完成维修，云台路等 7 条道
路即将建成； 主园区 194.8 公里管
网维修和十字园区 9.1 公里污水管
网改扩建项目正在加快施工； 东、
西区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改造；锦
绣湖产城融合片区智能制造科创
园基础设施项目全面启动建设。

（五）强化政策支持，要素配置
逐步优化。 提请县委县政府政府出
台《郎溪经开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
盘活处置工作实施方案 》《郎溪经
济开发区闲置低效工业用地盘活
处置专项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成
立以县委和县政府主要领导任双
组长的领导组。 按照分层、分步、依
法、有序原则 ，多措并举盘活处置
闲置低效用地。 今年以来累计盘活
处置 49 宗 2742.17 亩 ，其中 ，嫁接
转让 19 宗 640.35 亩、 回购储备 9
宗 1018.52 亩 、 增 资 改 造 11 宗
501.2 亩、 分割转让 4 宗 185.9 亩、
司法处置 6 宗 396.2 亩。 全面摸排
十字园区纺织企业用水量，提请县
政府出台《郎溪经开区印染行业准
入管理办法 （试行 ）》，推动纺织企
业节约集约使用环境容量指标，促
进纺织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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